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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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98）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公佈

摘要

•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營業額約達3,990,306,000港
元，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上升約2.1.%。

•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純利約
達29,025,000港元，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下跌約90.8%。

•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為0.45港仙，較截至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下跌約90.8%。

• 董事會並不建議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中期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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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達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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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之未經
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連同相應期間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4 3,990,306 3,908,942

銷售成本 (3,383,091) (3,083,099)  

毛利 607,215 825,843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63,705 74,607

銷售及分銷開支 (61,853) (58,534)

行政開支 (451,725) (427,101)

其他經營收入╱（開支）淨額 (29,653) 74,495

財務費用 (88,375) (102,123)

分佔一間共同控制實體溢利╱（虧損） (1,652) 928  

除稅前溢利 5 37,662 388,115

所得稅開支 6 (6,851) (72,113)  

期內溢利 30,811 316,002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29,025 315,777

非控股股東權益 1,786 225  

30,811 316,00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8

－基本 0.45港仙 4.87港仙  

－攤薄 0.45港仙 4.87港仙  



– 3 –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 30,811 316,002  

其他全面收益
期後不被重新分類至損益之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物業重估虧損 (2,424) (252)

所得稅影響 343 42  

(2,081) (210)  

期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換算海外經營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附屬公司 (13,385) 174,015

－共同控制實體 (136) 1,701  

(13,521) 175,716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開支）（除稅後） (15,602) 175,506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5,209 491,508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3,427 492,142

非控股股東權益 1,782 (634)  

15,209 49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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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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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5,361,536 5,088,849
使用權資產 424,989 410,606
於一間共同控制實體之投資 60,193  61,981 
長期按金 452,911 531,145
應收租賃款項 8,721 13,067
遞延稅項資產 3,703  3,703   

非流動資產總額 6,312,053 6,109,351  

流動資產
存貨 10 2,001,467 2,244,890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11 2,923,360 2,946,18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503,785 545,077
應收一間共同控制實體款項 74,085  65,973 
貸款予一間共同控制實體 134,576  134,871 
應收貸款 –  3,154 
應收租賃款項 8,216 7,721
可收回稅項 2,649 28,607
有抵押存款 427,307  409,872 
現金及現金等值 868,703  1,077,676   

流動資產總額 6,944,148 7,464,029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12 2,509,213  2,948,445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賬款 414,179 514,299
附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2,276,885  2,632,800 
租賃負債 19,776 18,345
應付一間共同控制實體款項 48,939  65,997 
應付一間附屬公司之一名前任非控股股東
款項 30,034 30,034

應付稅項 95,212 134,416  

流動負債總額 5,394,238 6,344,336  

流動資產淨值 1,549,910 1,119,69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861,963 7,229,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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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附息銀行借款 1,748,125  1,117,339 
租賃負債 28,627 37,827
遞延稅項負債 90,864 91,500  

非流動負債總額 1,867,616 1,246,666  

資產淨值 5,994,347 5,982,378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64,795  64,795 
儲備 5,891,491 5,881,425  

5,956,286 5,946,220  

非控股股東權益 38,061 36,158  

權益總額 5,994,347 5,982,378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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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乃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

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entury Yard,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T,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Cayman Islands。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本公司旗下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製造及銷售手機外殼及
精密零部件、智能電器外殼、家居及體育用品以及網通設備及其他。期內，附屬公司之主要
業務性質並無任何重大變動。

2. 呈列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中期財務報表」）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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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六的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
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中期財務報表
應連同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覽。

3. 會計政策

編製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所採納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的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應用的會計政策一致，惟就本期內之財務資料首次採納以
下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除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業務的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
重大的定義

於本期內應用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其詮釋對本集團本期及先前期間的財務表現及狀
況及╱或載於綜合財務報表內的披露事項概無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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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分類資料

以下為本集團按可呈報及經營分類劃分的收入及業績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手機外殼及
精密零部件 智能電器外殼

家居及
體育用品

網通設備及
其他 綜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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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部客戶 3,149,336 2,856,176 268,094 342,517 289,966 327,843 282,910 382,406 3,990,306 3,908,942

折舊前之分類業績 317,202 552,507 (20,407) 26,592 38,583 56,140 20,706 42,714 356,084 677,953

物業 、廠房及設備折舊 (197,294) (177,757) (17,655) (20,385) (11,872) (7,677) (39,618) (35,029) (266,439) (240,848)

使用權資產折舊 (6,855) (2,441) (816) (1,809) (693) – (4,293) (5,832) (12,657) (10,082)          

分類業績 113,053 372,309 (38,878) 4,398 26,018 48,463 (23,205) 1,853 76,988 427,023          

未分配收入 63,705 74,607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14,313) (13,312)

財務費用（租賃負債的 

利息開支除外） (87,066) (101,131)

分佔一間共同控制實體之 

溢利╱（虧損） (1,652) 928  

除稅前溢利 37,662 388,115

所得稅開支 (6,851) (72,113)  

期內溢利 30,811 316,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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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分類資料（續）

以下為本集團按可報告及經營分類之資產及負債分析：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手機外殼及
精密零部件

智能電器
外殼

家居及
體育用品

網通設備及
其他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資產 8,085,151 848,380 524,863 2,226,592 11,684,986    

未分配資產 1,571,215 

總資產 13,256,201 

分類負債 2,278,926 194,488 171,291 327,091 2,971,796    

未分配負債 4,290,058 

總負債 7,261,854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手機外殼及
精密零部件

智能電器
外殼

家居及
體育用品

網通設備及
其他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資產 8,134,648 924,907 577,909 2,150,079 11,787,543    

未分配資產 1,785,837 

總資產 13,573,380 

分類負債 2,773,735 223,312 210,744 311,125 3,518,916    

未分配負債 4,072,086 

總負債 7,59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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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分類資料（續）

地區資料

期內，管理層將地區分類修訂為 i）中國、ii）亞太區（不包括中國）、iii）美國及 iv）其他，以更好
地呈列本集團的地區資料。因此，有關比較金額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期之呈列方式。

下表呈列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地區資料分類之未經
審核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中國 * 亞太區（不包括中國） 美國 其他 綜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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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來自客戶的收入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部客戶 # 3,300,014 3,059,191 426,111 651,075 92,027 84,891 172,154 113,785 3,990,306 3,908,942      　 　   

以上收入資料乃根據客戶所在位置。

*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包括香港及澳門。

# 銷售予外部客戶亦為來自客戶合約的收入。

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來自以下客戶的收入佔本集團銷售總額10%以上：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 A 1,609,921 1,262,520

客戶 B 不適用 * 560,949

客戶 C 398,228 407,687  

2,008,149 2,231,156  

來自客戶A、B及C的收入主要來自手機外殼及精密零部件分部的銷售額（包括向一組已知為
相關客戶共同控制的實體進行之銷售）。

*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客戶B的收入單獨佔本集團收入總額少於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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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66,439 240,848

使用權資產折舊 12,657 10,082

研究及開發成本 202,279 171,236

薪金及工資 845,012 944,419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 17,479 8,435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撥回 (70) (1,197)

陳舊存貨撥備 1,869 13,081

外匯差額淨額 11,180 (85,56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虧損 196 72

利息收入 (4,424) (3,546)   

6. 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期內於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 16.5%（二零一九年：16.5%）的稅率
計算，惟本公司作為須繳納自 2018/2019年評稅年度起生效之利得稅兩級稅率的合資格實體
則除外。本公司首2,000,000港元應課稅溢利須按稅率8.25%繳稅，而餘下應課稅溢利須按稅
率16.5%繳稅。本集團就在其他國家╱司法權區經營業務所產生之應課稅溢利而須繳納之稅
項，乃按各有關國家╱司法權區之現行法律、詮釋及慣例，根據當地之現行稅率計算。

根據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開始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中國大
陸所有企業之企業所得稅率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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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續）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褔建省石獅市通達電器有限公司、通達（廈門）科技有
限公司、深圳通達電子有限公司、通達創智（廈門）股份有限公司（前稱廈門市通達創智實業
有限公司）、通達（廈門）精密橡塑有限公司及通達揚帆科技（東莞）有限公司可按高新技術企
業的優惠稅率15%納稅。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當期－香港
期內支出 4,740 13,003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13,242) 5  

(8,502) 13,008  

當期－其他地區 15,646 56,549  

遞延 (293) 2,556  

期內總稅項支出 6,851 72,113  

7. 股息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已付股息：
已宣派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財政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05港仙 

（二零一九年：已宣派及支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財政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8港仙） 3,240 51,836  

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日舉行之董事會會議上，董事會並不建議於期內派付任何中期股息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宣派及批准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0港仙，合共

64,795,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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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下表進行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期內溢利 29,025 315,777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數目 6,479,505 6,479,505  

9. 物業、廠房及設備

期內，本集團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約552,748,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570,182,000港
元）。此外，本集團出售賬面值約為1,522,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14,113,000港元）之
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所得款項約為1,326,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14,041,000

港元）。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位於香港之租賃樓宇及相關使用權資產在報告期末按一
家獨立專業合資格估值師行中誠達資產評值顧問有限公司進行的估值重新估值，市值為
51,0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3,500,000港元）。董事認為，香港租賃樓宇及
相關使用權資產之現時用途為其最高效及最佳用途。

上述估值產生之重估虧損2,424,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虧損252,000港元）已自資產
重估儲備扣除。重估導致遞延稅項負債減少343,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遞延稅項
負債減少42,000港元）亦已計入資產重估儲備。

本集團位於香港的租賃樓宇及相關使用權資產賬面淨值為51,0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53,500,000港元）已作抵押，作為本集團獲授銀行貸款之擔保。



– 13 –

10. 存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原材料 468,623 557,946

在製品 454,080 524,918

製成品 1,078,764 1,162,026  

2,001,467 2,244,890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458,131,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48,733,000港元）
之模具被計入製成品。

11.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2,849,754 2,898,369

減值撥備 (52,520) (38,371)  

2,797,234 2,859,998

應收票據 126,126 86,190  

2,923,360 2,946,188  

本集團之一般政策為容許三至六個月之信貸期。此外，若干已建立長期業務關係及還款記
錄良好之客戶可享有較長之信貸期，以維持良好業務關係。本集團致力對未償還應收賬款
維持嚴格監控。管理層定期檢討逾期結餘。應收貿易賬款為不附息。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最
大客戶及五大客戶結欠之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總額分別佔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總額 39.4%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2.2%）及 60.9%（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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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續）

根據發票日期之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之賬齡分析呈列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三個月內 2,746,879 2,733,957

四至六個月（包括首尾兩個月） 155,977 183,509

七至九個月（包括首尾兩個月） 16,657 12,816

十至十二個月（包括首尾兩個月） 2,642 9,422

超過一年 53,725 44,855  

2,975,880 2,984,559

減值撥備 (52,520) (38,371)  

2,923,360 2,946,188  

12.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款 1,187,176 1,611,979

應付票據 1,322,037 1,336,466  

2,509,213 2,948,445  

應付貿易賬款為不附息且一般於60至90日內結清。根據發票日期之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之
賬齡分析呈列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三個月內 1,809,450 2,240,609

四至六個月（包括首尾兩個月） 622,293 665,114

七至九個月（包括首尾兩個月） 26,380 17,345

十至十二個月（包括首尾兩個月） 14,266 6,466

超過一年 36,824 18,911  

2,509,213 2,948,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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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期內，本集團之營業額由去年同期3,908.9百萬港元上升2.1%至3,990.3百萬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由去年同期315.8百萬港元下跌90.8%至期內29.0百萬港元。

收入

期內，由於受到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疫情」）爆發的影響，全球手機市場的出貨量
按年錄得下跌。然而，由於本集團的產品持續被更多各大手機型號所採用，本集
團的收入仍然錄得 2.1%的增長，由去年同期 3,908.9百萬港元上升至期內的 3,990.3

百萬港元。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於期內之毛利下跌26.5%至607.2百萬港元，毛利率為15.2%，其較去年同期
減少5.9個百分點。毛利率下跌主要由於本集團現有產品面對激烈的競爭，且期內
疫情於全球擴散導致本集團預期的產品升級受到順延。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期內，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相比去年同期減少14.6%或10.9百萬港元至63.7百萬港
元。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減少主要是由於政府補貼減少。

銷售及分銷開支

期內，銷售及分銷開支上升 5.7%或3.3百萬港元至 61.9百萬港元，佔本集團收入
1.6%，其較去年同期上升0.1個百分點。上升與該期間的銷售增加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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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期內，行政開支上升5.8%或24.6百萬港元至451.7百萬港元，佔本集團收入11.3%，
其較去年同期上升0.4個百分點。行政開支增加主要由於就研究及開發（「研發」）項
目的持續投資及進一步業務發展的研發開支增加。

其他經營收入╱（開支）淨額

期內，本集團錄得其他經營開支淨額 29.7百萬港元，而去年同期之其他經營收入
淨額為74.5百萬港元，減少主要由於相較去年同期錄得匯兌收入85.6百萬港元，
期內錄得匯兌虧損11.2百萬港元。

財務費用

期內，財務費用減少 13.4%或13.7百萬港元至 88.4百萬港元。減少主要由於期內平
均利率較低。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由去年同期315.8百萬港元下跌90.8%至期內29.0百萬港元，
而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純利率下跌至0.7%（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8.1%），主要由
於毛利減少，且相較去年同期錄得產生自匯兌差額之淨收入，本集團期內錄得產
生自匯兌差額的淨虧損。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本集團的財務狀況穩健。本集團主要從手頭現金及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產生其
營運資金。董事會預期本集團將依賴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銀行借款及債務融
資以應付其短期內的營運資金及其他資本開支需要。長遠而言，本集團將透過經
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以及（倘需要）透過額外銀行借款及債務融資提供資金。截
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融資及財務政策概無重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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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的現金及現金等值及有抵押存款結存為
1,296.0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87.5百萬港元），且並無訂立任
何結構性投資合約。

本集團現金及銀行結存1,296.0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87.5百萬
港元）中 427.3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09.9百萬港元）已抵押予銀
行作為獲授貿易融資之擔保。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資產為13,256.2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13,573.4百萬港元）、流動資產淨值為1,549.9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1,119.7百萬港元）以及權益為5,994.3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5,982.4百萬港元）。

本集團管理層相信，本集團目前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連同可供動用的信貸融資及預
期來自經營業務的現金流量足以滿足本集團目前的營運需要。

資本支出

期內所產生資本支出總額為579.9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25.6百
萬港元），主要用於收購生產設備及建設新製造廠房。

庫務政策

本集團之銷售主要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定值，而採購主要以港元、人民幣、美
元及日圓進行交易。由於買賣所產生之外幣風險可互相抵銷，加上人民幣之波動
並無對本集團於期內之成本及營運造成重大影響，故董事預計不會有重大匯率波
動風險。現時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金融工具以作對沖用途。然而，本集團將密切
監察整體外匯風險及利率風險，並考慮於必要時對沖該等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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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資產抵押

除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抵押予銀行的銀行存款427.3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409.9百萬港元）及本集團將位於香港的賬面總值約 51.0百萬港元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3.5百萬港元）之租賃樓宇連同有關使用權資產進
行按揭外，本集團並無抵押其資產予任何金融機構。

人力資源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香港及中國合共約有21,000名（二零一九年六
月三十日：19,000名）長期僱員。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薪金及工
資總額為845.0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944.4百萬港元）。

本集團主要根據僱員之工作表現及經驗，以及參照現行行業慣例釐定僱員薪酬待
遇。除將新僱員納入香港強積金計劃及中國內地國家管理退休福利計劃並定期為
彼等作出供款外，本集團亦提供醫療保險、內部及外部培訓課程，並根據僱員之
個別表現及本集團之整體表現向僱員授出購股權及給予酌情花紅。本集團會定期
檢討薪酬政策及待遇。

資產負債比率及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資產負債比率（綜合借款淨額╱權益總額）為
45.5%（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7.8%）。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除銀行借款1,748.1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1,117.3百萬港元）之非流動部分外，本集團擁有2,276.9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銀行貸款 2,632.8百萬港元）的銀行及其他借款須於期末起計一
年內償還。

銀行借款以年利率（「年利率」）1.70厘至年利率6.18厘計息（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以年利率 2.06厘至年利率6.18厘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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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本集團作為全球智能移動通訊及消費類電子產品之精密結構件領先解決方案供
應商，為客戶提供由產品設計、技術研發至製造的一站式解決方案。產品涵蓋手
機、智能電器、汽車、家居及體育用品以及網通設備。

期內，本集團業務雖難免受到疫情影響，但收入仍錄得3,990.3百萬港元，較去年
同期的3,908.9百萬港元上升2.1%。不過，由於預期的產品升級於期內受到延誤，
及現有產品面對激烈的競爭，本集團毛利率因此下跌至15.2%。另外，期內本集團
錄得匯兌虧損淨額11.2百萬港元，而去年同期則錄得匯兌收益淨額85.6百萬港元，
令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純利下降90.8%，由去年同期的315.8百萬港元下跌至期
內的29.0百萬港元。

手機外殼及精密零部件

該分類主要包括各類手機外殼、防水╱防塵╱防震（「三防」）精密零部件、精密模內
鑲嵌配件及精密橡膠壓模零部件。該分類的營業額較去年同期的2,856.2百萬港元
上升10.3%至3,149.3百萬港元，佔本集團總營業額78.9%。

全球手機出貨量期內因疫情影響而錄得按年下降，各手機品牌推出新品的進度
因此受到影響，且預期的產品升級亦需順延。儘管競爭激烈，本集團主力開發的
2.5D、3D及一體成型玻璃質感（「Glastic」）外殼快速滲透了各大手機型號，因此本集
團仍能於期內提升市場份額。本集團亦同時配備2.5D╱3D玻璃背蓋及金屬中框，
以迎合不同價位市場的需求。

至於精密零部件方面，本集團為國際客戶新型號手機配套的精密零部件未見明顯
升級，加上疫情影響期內下游組裝流程，令該訂單短期內的單價及毛利率均受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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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電器外殼

該分類主要為中國及國際品牌生產高端電器控制面板、金屬配件及外殼。本集團
於期內持續重整資源，減少資金周轉期過長的訂單，因此該業務銷售額由去年同
期的342.5百萬港元下跌21.7%至268.1百萬港元，佔總營業額6.7%。

家居及體育用品

本集團主要為大型歐洲及美國品牌供應家庭耐用品、家用工具、體育用品及醫療
用品。惟受疫情影響，客戶訂單有所延期，銷售較去年同期的 327.8百萬港元下跌
11.5%至期內的290.0百萬港元，佔總營業額 7.3%。本集團已公告此業務可能分拆
及於深圳證券交易所中國創業板獨立上市。

網通設備及其他

期內，分類收入較去年同期的 382.4百萬港元下跌 26.0%至282.9百萬港元，佔營業
額7.1%。本集團主要生產機頂盒和路由器外殼及汽車內飾件，期內受疫情影響，
汽車市場疲弱，本集團汽車業務因而受到影響。

期內按產品類別計算之總收入比重及與去年同期之比較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i. 手機外殼及精密零部件 78.9% 73.1%

ii. 智能電器外殼 6.7% 8.7%

iii. 家居及體育用品 7.3%  8.4%

iv. 網通設備及其他 7.1%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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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隨著全球經濟活動逐步回復正常，各國陸續解封，消費力回溫的帶動下，本集團
預期手機市場的需求將平穩復甦。中國手機市場於二零一九年開始引入 5G手機
後，經由電信商及手機品牌的協合推廣，已有數十款5G手機競逐市場。雖然，5G

手機在環球市場上仍屬起步階段，5G基站的普及進度仍需觀察，但預期5G手機在
未來兩至三年內，仍是市場的增長亮點。市場預計5G手機出貨量能快速增長，集
團的外殼設計方案亦具從2.5D Glastic外殼升級至3D及一體成型玻璃質感外殼的升
級潛力，從而提升產品價格組合及利潤率。

價格方面，各手機品牌仍積極推出中低端手機，即使市場上的5G手機亦往「4G價
格，5G配套」的方向宣傳。本集團領先市場、具較高技術門檻的新產品如3D及一
體成型玻璃質感外殼，可切合中價位對於「高質感、價格具高競爭力」的外殼需
求，加上全球六大手機品牌均為本集團客戶，這將有助提升本集團在手機市場的
份額。

本集團將繼續專注於其手機及精密零部件業務，除致力爭取各客戶的手機產品訂
單外，亦將圍繞其品牌各項產品線，發展周邊產業。長遠來說，5G的普及有望推
動人工智能產業的潮流，因此本集團已在此領域多元地部署資源，主要集中於家
居智能配件以及行動配置上。本集團明白到今後國際環境將複雜多變，未來將會
繼續圍繞新產品、新領域及新材料應用上的研發投放，同時，本集團將持續優化
組織架構，招攬及培育不同領域的人才，細緻化生產線管理，加強生產線上及線
下各項成本管控，持續提升自動化以加強自身競爭力，靈活應對瞬息萬變的市況
及開拓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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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於期內派付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一九年：已宣派之中期股息－每
股普通股 1.0港仙）。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於期內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除下文所述之偏離外，本公司已於期內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
（「企業管治守則」）所有適用守則條文。

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特定委任年期，惟須根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輪值告退。

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第A.2.1列出，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
一人同時兼任。本公司並無區分主席與行政總裁，現時由王亞南先生同時兼任兩
個職務。董事會相信，由同一人擔任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位能為本集團提供強勢
及貫徹一致之領導及更有效策劃及推行長遠商業策略。在具體情況下，現有架構
被認為最恰當。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一名非執行董事（丁
良輝先生（「丁先生」）、楊孫西博士、張華峰先生及陳詩敏女士）組成。丁先生為審
核委員會主席。審核委員會之職權範圍與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審核委員會有
效運作指引」中所載之建議及企業管治守則相符。審核委員會向董事會提供會計
及財務意見及建議，並監察及確保外部核數師之獨立性及有關審核事項。此外，
審核委員會負責檢討及監察本集團之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制度。

審核委員會已於提呈董事會審批前審閱本集團期內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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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經向全體董事進行具體查詢後，彼等已確認，於期內一直全面遵守標
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報告期後事項

於財政期間完結後，概無發生影響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之重大事項須於本公佈中
披露。

刊發中期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

本公佈將刊登於聯交所 (http://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http://www.tongda.com）網
站。整份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間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可供查閱。

致謝

最後，本人感謝全體員工及管理層於期內之努力，並謹代表本集團，向所有客戶
及供應商表示衷心感謝，冀望未來繼續獲得大家支持。我們將繼續與各股東、員
工們並肩攜手，使本集團邁向更具現代化、更先進的水平發展，帶領本集團走向
更光輝的一頁。

承董事會命
通達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王亞南

香港，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之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王亞南先生、王雄文先生、王明析先
生、王明乙先生及許慧敏先生；非執行董事陳詩敏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楊孫西博士（大紫荊勳章、金紫荊星章、銀紫荊星章、太平紳士）、張華峰先生（銀紫荊星章、
太平紳士）及丁良輝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