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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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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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EBO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億都（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59）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

億都（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呈列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經本公司審核
委員會及核數師審閱）。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3 618,606 435,593
銷售成本 (519,602) (374,215)

毛利 99,004 61,378
其他收入 6,969 14,507
其他收益及虧損 4 450 (6,320)
銷售及分銷開支 (42,693) (36,007)
行政開支 (15,796) (13,953)
財務成本 (301) (233)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98,644 75,546

除所得稅前溢利 146,277 94,918
所得稅開支 5 (14,481) (9,226)

期內溢利 6 131,796 85,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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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全面收入：
 將不會被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分佔聯營公司其他全面收入
  （扣除相關所得稅） 4,442 2,187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外匯差額
  附屬公司 8,976 19,559
  聯營公司 26,841 57,976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172,055 165,414

下列各項應佔期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121,718 81,277
 非控股權益 10,078 4,415

131,796 85,692

下列各項應佔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61,540 158,866
 非控股權益 10,515 6,548

172,055 165,414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
 －基本 8 12.4 8.3

 －攤薄 8 12.4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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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53,110 247,044
使用權資產 8,736 10,064
投資物業 1,076 1,177
收購廠房及設備之預付款項 12,529 9,347
聯營公司權益 1,736,691 1,644,271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
 財務資產 – 22,303
以攤銷成本計量之債務投資 23,321 –
無形資產 1,459 1,459

2,036,922 1,935,665

流動資產
存貨 263,121 197,49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9 355,045 256,659
以攤銷成本計量之債務投資 23,187 –
衍生財務工具 178 –
銀行結餘及現金 96,934 142,184

738,465 596,335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338,487 252,110
應付股息 19,517 –
合約負債 15,640 14,938
衍生財務工具 – 1,043
應付稅項 24,154 16,359
銀行借貸 8,038 4,205
租賃負債 4,855 4,458

410,691 293,113

流動資產淨值 327,774 303,22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364,696 2,238,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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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79,028 75,084
租賃負債 4,188 6,121

83,216 81,205

2,281,480 2,157,682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98,616 199,928
儲備 2,023,207 1,903,45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221,823 2,103,385
非控股權益 59,657 54,297

總權益 2,281,480 2,157,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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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億都（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聯交所」）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除若干以公允值計量之財務工具外（如
適用）。

除因應用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所產生的新增會計政策外，截
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本集
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財務報表所呈列者相同。

應用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或之
後開始之年度期間強制生效之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以編製本集團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及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

利率基準改革－第二階段

2.1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利率基準改革－第二階
段」之影響及會計政策

2.1.1 會計政策

金融工具

因利率基準改革而導致釐定合約現金流基準之變動

就因利率基準改革而導致釐定按攤銷成本計量之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之合約現金流
基準之變動而言，本集團採用可行權宜方法，以更新實際利率將該等變動入賬。此
實際利率之變動一般而言對相關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之賬面值並無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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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當符合下述兩個條件時，釐定合約現金流之基準須因應利率基準改革而變動：

• 該變動是利率基準改革之直接後果；及

• 釐定合約現金流之新基準在經濟上等同於先前基準（即緊接變動前之基準）。

2.1.2 過渡及影響之概要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本集團持有若干金融負債，其利息與基準利率掛鈎，因此
將會或可能會受利率基準改革影響。

下表為尚未履行合約的總金額。金融負債之金額按其賬面值列示。

千港元

金融負債
銀行借貸（利率與倫敦銀行同業拆息掛鈎） 4,205

本集團擬就因利率基準改革而導致按攤銷成本計量之銀行借貸的合約現金流之變動
採用可行權宜方法。由於上述合約概無於中期期間過渡至相關替代利率，故此有關
修訂並無對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造成任何影響。應用有關修訂之影響（如有），包括作
出額外披露，將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中反
映。

3. 收入╱分類資料

為作出資源分配及專注於所供應的貨品種類來評估分類表現，本集團的執行董事（即主要
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已獲呈報有關資料。本集團只有一個須呈報及經營分
類，即液晶體顯示器（「液晶體顯示器」）及液晶體顯示器模組（「液晶體顯示器模組」）產品。

本集團管理層基於收入及分類溢利來評估須呈報分類之表現。由於主要營運決策者按綜合
基準將本集團作為整體審閱本集團之資產及負債，故經營分類並無獲分配資產或負債。因
此，概無呈列分類資產及負債的分析。須呈報分類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的會計政策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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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按可呈報及經營分類劃分之本集團收入及業績分析。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液晶體顯示器及液晶體顯示器模組 618,606 435,593

分類溢利－液晶體顯示器及液晶體顯示器模組 46,731 26,250

利息收入 2,752 482
匯兌虧損淨額 (2,504) (8,683)
租金收入 610 518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公允值變動收益 2,574 2,876
衍生財務工具之公允值變動收益 1,235 –
未分配之行政開支 (3,464) (1,838)
財務成本 (301) (233)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98,644 75,546

除所得稅前溢利 146,277 94,918

分類溢利指經營分類所產生之毛利及若干其他收入、其他收益及虧損項目，扣除直接歸屬
於該分類之銷售及分銷開支以及行政開支，並無分配利息收入、租金收入、按公允值計
入損益之財務資產公允值變動之收益、衍生財務工具之公允值變動收益、未分配之行政開
支、匯兌差額淨額、財務成本及分佔聯營公司業績。此乃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向主要營
運決策者呈報之計量方法。

以下為按產品類別對本集團收入之分析：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液晶體顯示器 125,721 94,378
液晶體顯示器模組 393,068 294,055
液晶體顯示器－相關光學產品 57 85
其他液晶體顯示器－相關產品 99,760 47,075

618,606 435,593

本集團於兩個主要地區（包括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澳門及台灣除外，就此簡明
綜合財務報表而言，「中國」））經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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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按地區劃分之資料詳述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 134,696 86,964

德國 84,203 52,806

香港 66,853 41,402

日本 52,754 56,553

台灣 49,306 21,847

美國 49,251 39,171

西班牙 41,468 26,583

其他歐洲國家 109,982 91,884

其他亞洲國家 21,461 15,360

其他國家 8,632 3,023

618,606 435,593

由於客戶分散，本集團於回顧期間並無單一客戶向本集團總收入貢獻超逾10%。

4.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公允值變動之收益 2,574 2,876

衍生財務工具公允值變動之收益 1,235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收益 (365) 64

匯兌虧損淨額 (2,504) (8,683)

以攤銷成本計量之債務投資信貸虧損撥備 (610) -

其他 120 (577)

450 (6,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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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開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開支包括以下各項：

本期稅項
 香港 2,223 2,184

 中國 8,799 3,537

 其他司法權區 953 235

11,975 5,956

遞延稅項 2,506 3,270

14,481 9,226

香港利得稅乃按兩個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6.5%計算。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國附屬公司
於兩個期間之稅率均為25%，惟本公司一間中國附屬公司於兩個期間均可享15%之稅率除
外。

於其他司法權區之稅項乃根據有關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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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期內溢利

期內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24,983 23,370
使用權資產折舊 2,413 2,148
投資物業折舊 101 101

折舊總額 27,497 25,619

租賃負債之利息開支 223 172
銀行借貸之利息開支 78 61
確認存貨撥備 5,497 2,272
信貸虧損撥備（扣除撥回）
－貿易應收款項 4,430 1,926
－以攤銷成本計量之債務投資 610 –
分佔聯營公司稅項（包括於分佔聯營公司業績中） 15,915 9,751

7. 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2港仙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5港仙） 19,862 49,982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分派股息19,862,000港元。該金額與簡明綜
合權益變動表內所披露確認為分派之股息金額之間的差額指將支付予本集團股份獎勵計劃
的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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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本集團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121,718 81,277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就每股基本盈利而言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979,792 984,259
就根據股份獎勵計劃已授出但尚未歸屬之股份
 而言之具攤薄潛力之普通股之影響 5,247 5,275

就每股攤薄盈利而言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985,039 989,534

上文所示就每股基本盈利而言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乃經扣除股份獎勵計劃信託持有之股份
後得出。

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本集團的政策為給予客戶30天至150天之信貸期。

於報告期末，基於發票日期之貿易應收款項（扣除信貸虧損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1至30天 141,268 101,440
31至60天 65,601 37,857
61至90天 41,666 28,311
91至120天 12,069 5,775
120天以上 4,560 2,135

265,164 175,518



12

10.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報告期末，基於發票日期之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30天或以內 170,700 107,971
31至60天 27,777 23,054
61至90天 7,566 3,344
91至120天 2,997 3,650
120天以上 11,384 23,187

220,424 16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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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綜合營業額約為619,000,000港元
（二零二零年：436,0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183,000,000港元或42%。本公
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122,0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81,000,000港元），同期增加
約41,000,000港元。

回顧期間的全球營商環境喜憂參半。經濟已從新冠病毒疫情中出現緩慢的復甦跡
象。然而原材料供應不穩定及價格上漲，以致本集團面對嚴峻挑戰。為推動銷售
及提高盈利能力，本集團專注於高增長及高價值產品市場。此外，為及時滿足客
戶需求及實現高度產能利用率，本集團已採取積極的庫存管理及生產政策，其中
包括儲存原材料及上調工資以維持穩定的勞動力。得益於強勁的財務狀況，本集
團能調配財務資源，通過上述政策維持自身在市場中的競爭力。因此，營業額
增加42%，毛利由61,000,000港元上升至99,000,000港元，毛利率由14%上升至
16%。

誠如本集團的收入分析所披露，因家電及工業用產品分類的需求殷切，液晶顯
示器（「LCD」）的銷售增加33%至126,000,000港元及液晶體顯示器模組（「LCM」）
的銷售增加34%至393,000,000港元。LCD其他相關產品分類（電容式觸控面板
（「CTP」）及TFT-CTP模組）錄得銷售增長112%，乃由於通訊及智能家庭及辦公室
領域進行積極的營銷。

期內，其他收入約為7,0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15,000,000港元）。其他收入主
要包括利息收入、租金收入、模具收入及政府補貼。其他收入減少乃由於本期間
收到的政府補助及補貼大幅減少。

其他收益及虧損之淨收益約為500,000港元，而去年約為淨虧損6,300,000港元。
這主要是由於本集團於期內通過各種方式（包含訂立外幣遠期合約）管理外匯風險
使得匯兌虧損減少。

銷售及分銷開支約為43,0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36,000,000港元）或增加19%，
這主要是由於貿易應收款項的信貸虧損撥備、銷售推廣開支及相關員工成本增加
所致。

行政開支於回顧期保持佔收入的3%（二零二零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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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營公司投資

於南通江海電容器股份有限公司（「南通江海」）之投資

南通江海（一間本集團擁有31.5%權益之聯營公司）主要從事鋁電解電容器、薄膜
電容器及超級電容器的製造及銷售，以及高性能鋁電解電容器用化成鋁箔的生產
及銷售。

本集團分佔南通江海的溢利由63,000,000港元增至92,000,000港元。回顧期內鼓舞
的業績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下列原因：

1. 總體銷售增長表現亮眼。得益於鋁電解電容器板塊強勁的需求，其業務在海
外和中國市場繼續雙雙取得高速增長。通過優化生產，薄膜電容器業務得以
逐步發展並作出正面的溢利貢獻。另一方面，除其於新能源領域的市場滲透
率外，超級電容器業務單元正積極開拓電動工具、採掘裝備及港口設施設備
等新市場板塊。

2. 即使在材料供應緊張及材料價格上漲的情況下，南通江海仍然維持穩定的毛
利率。通過與化成鋁箔生產的垂直生產，南通江海得以以可控的成本確保生
產關鍵材料的可靠供應。此令南通江海在電容器行業擁有較強的競爭優勢。

於蘇州清越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蘇州清越」）之投資

本集團分佔蘇州清越（一間本集團擁有35.1%權益之聯營公司，從事有機發光二極
管（「OLED」）的銷售）之溢利約為7,0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錄得的約14,000,000
港元減少50%。

溢利減少的主要原因如下：

1 因海外客戶調整其採購計劃，OLED的需求減少，尤其是醫療保健產品去年
疫情下高增長後有所回落。作為市場多元化策略一環，蘇州清越鎖定高增長
的白色家電及智能家電市場，以重拾其銷售勢頭。

2 蘇州清越已完成開發電子紙模組，並且進入量產階段。然而，其在關鍵材料
方面的緊張供應及攀升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其計劃的增長進程。

另一方面，為加強其盈利能力，蘇州清越正就生產硅基OLED而進行研發及產線
建設，以對標發展迅猛的增強現實（「AR」）及虛擬現實（「VR」）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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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棗莊睿諾電子科技有限公司（「棗莊睿諾」）之投資

棗莊睿諾（一間本集團擁有40%權益之聯營公司）主要從事柔性印刷電路板及
OLED相關材料的製造及銷售。

期內，本集團應佔棗莊睿諾的虧損約為6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600,000
港元。經營虧損乃主要由於棗莊睿諾的產品開發進程慢於預期。

所得稅

與本集團核心業務有關的實際稅率（所得稅開支（不包括聯營公司未分配溢利之
預扣稅）佔撇除分佔聯營公司業績之除所得稅前溢利之百分比）為19%（二零二零
年：24%）。

前景

展望未來，本集團的淨利率將因不斷上升的材料與勞工開支而備感壓力。藉由維
持我們針對高價值市場區域的策略，及藉由升級生產設備及設施來優化生產力，
我們堅信我們將持續在顯示器市場扮演非常有競爭力的角色。另一方面，我們預
期我們的聯營公司將繼續對本集團的業績作出巨大貢獻。

流動資金與資金來源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為1.8（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2.0）。資本負債比率（即銀行借貸與淨值之比率）為0.4%（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
日：0.2%）。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資產約2,775,000,000港元，而資金來自負
債約494,000,000港元及總權益約2,281,000,000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信貸額約為152,000,000港元（二零二一
年三月三十一日：189,000,000港元），其中約8,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
一日：4,000,000港元）已主要用於簽發信用證、短期貸款及應付票據。

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持有外幣資產及負債，使本集團面臨外幣風險。管理層於需
要時通過各種方式（包括訂立外幣遠期合約）監控及減緩外匯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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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及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且本集團資產概無任
何重大抵押或質押。

僱員及薪酬政策

本集團僱員之薪酬福利乃參考市場條款及行業慣例而釐定。酌情花紅及其他業績
獎勵乃基於本集團之財務表現及個別員工之表現發放。本集團僱員福利計劃包括
強制性及自願性公積金計劃及醫療保險。

本公司已採納限制性股份獎勵計劃（「該計劃」），據此，一名獨立受託人將可於市
場上購買本公司股份，並以信託形式代該計劃參與者持有，包括本集團任何成員
公司的僱員或顧問，直至該等股份按該計劃的條文歸屬於相關參與者為止。該計
劃的目的是作為獎勵，以挽留及鼓勵參與者對本集團之持續營運及發展作出貢獻。

股息

董事議決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企業管治

本公司董事概不知悉有任何資料合理表明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
公司並無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
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

董事遵守證券交易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經專門詢問全體董事，全體董事已確認，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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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或贖回上市證券

本公司自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至二零二一年八月十日期間於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購回6,560,000股股份。詳情載列如下：

購回月份
購回

股份數目
已付

最高價
已付

最低價
已付

總金額
（港元） （港元） （港元）

二零二一年六月 1,100,000 2.83 2.64 3,009,920
二零二一年七月 3,300,000 3.31 2.77 10,079,820
二零二一年八月 2,160,000 3.23 3.08 6,858,540

總計 6,560,000 19,948,280

除上述所披露者外，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
公司概無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購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方仁德先生（非執行董事兼副主席）及朱知偉先生和劉源新先生（均
為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慣例，
並且討論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
核簡明賬目。

刊登中期報告

中期業績公佈刊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http://www.hkexnews.hk)及本
公司網站(http://www.yeebo.com.hk)。中期報告將寄發予股東，並將在適當時間刊
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本公司網站。

承董事會命
公司秘書
劉紹基

香港，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方鏗先生，GBS，JP、李國偉先生
及梁子權先生，非執行董事方仁德先生及陳爽先生，JP，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朱
知偉先生、劉源新先生及劉紀美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