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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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開曼群島以鴻騰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名稱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並以鴻騰六零八八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香港經營業務）

（股份代號：6088）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營收為2,101百萬美元，較截至二零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1,982百萬美元同比增加6%。

•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利潤為85百萬美元，較截至二零二
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8百萬美元同比增加963%。

•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
為1.23美分，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0.14美分同比增加
779%。

• 董事會並無就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任何中期股息。

董事會欣然公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簡明
綜合業績連同過往期間的相應期間的可比較數據，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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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收入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收 4 2,101,326 1,982,056
銷售成本 5 (1,750,487) (1,714,280)

毛利 350,839 267,776
分銷成本及銷售開支 5 (45,882) (50,623)
行政開支 5 (80,781) (90,627)
研發開支 5 (135,805) (131,230)
金融資產的減值虧損（確認）╱撥回 (273) 450
其他收入 7,390 17,871
其他收益－淨值 24,448 2,312

經營利潤 119,936 15,929
財務收入 6,604 5,889
財務成本 (8,698) (6,446)

財務成本－淨值 (2,094) (557)
應佔聯營公司之業績 (10,261) (1,500)

除所得稅前利潤 107,581 13,872
所得稅開支 6 (22,095) (5,992)

期內利潤 85,486 7,880

以下人士應佔利潤：
本公司擁有人 85,117 9,264
非控股權益 369 (1,384)

85,486 7,88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之每股盈利
 （以每股美分列示）
每股基本盈利 7 1.23 0.14
每股攤薄盈利 7 1.22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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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全面收入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利潤 85,486 7,880

其他全面（虧損）╱收入：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貨幣匯兌差額 (108,436) 10,780
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金融資產
  的公平值變動 (100) 5,356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收入總額，
 已扣除稅項 (108,536) 16,136

期內全面（虧損）╱收入總額 (23,050) 24,016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全面（虧損）╱收入
 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3,374) 25,410
非控股權益 324 (1,394)

(23,050) 24,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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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二二年 於二零二一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52,336 823,250
 投資物業 7,465 –
 使用權資產 72,585 90,551
 無形資產 615,424 633,930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金融資產 28,690 28,59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45,871 44,863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168,755 171,657
 按金及預付款項 9 10,408 10,952
 融資租賃應收款項 27,938 35,932
 遞延所得稅資產 142,546 133,055

1,872,018 1,972,780

流動資產
 存貨 1,123,084 982,403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9 861,626 1,167,015
 融資租賃應收款項 16,008 15,882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803 1,124
 短期銀行存款 105,682 98,01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53,917 769,447

2,961,120 3,033,884

資產總值 4,833,138 5,006,664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41,716 139,326
 庫存股份 (91,556) (92,512)
 儲備 2,322,618 2,347,756

2,372,778 2,394,570
非控股權益 1,337 1,013

權益總額 2,374,115 2,395,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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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年 於二零二一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貸 574,617 575,632
 租賃負債 36,065 46,412
 遞延所得稅負債 38,612 42,356
 其他應付款項 10 13,702 9,504

662,996 673,904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1,027,168 1,138,205
 合約負債 9,116 6,294
 租賃負債 9,202 8,949
 銀行借貸 689,851 689,891
 即期所得稅負債 60,690 93,838

1,796,027 1,937,177

負債總額 2,459,023 2,611,081

權益及負債總額 4,833,138 5,006,664

中期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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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1 本集團的一般資料

鴻騰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作為「鴻騰六零八八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香
港經營業務）根據開曼群島法律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一家獲豁免有限公司。

本集團主要從事應用於通訊、計算機及汽車市場的移動及無線設備、連接器的製造及銷售
以及路由器及移動設備相關產品的貿易及分銷。

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本公司的最終控股公司為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鴻海」），本公司的直接控股公司為
鴻海的全資附屬公司富士康（遠東）有限公司（「富士康香港」）。

除另有規定者外，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以美元（「美元」）呈列。

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根據國際會計準
則（「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應與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
務報告準則」）編製的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年度財務
報表」)一併閱讀。

3 重要會計政策概要

所應用的會計政策與年度財務報表所述者一致，惟採納附註3(i)所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除
外。此外，本集團於本中期期間採納以下與投資物業相關的會計政策。

投資物業

投資物業主要包括在建或已開發土地及樓宇，目的為收取長期租金收益或資本增益或兩者
兼之，且不為本集團所有。

投資物業乃以歷史成本減累計折舊及減值費用（如有）後列賬，於35年的估計可使用年期
內按直線法予以折舊。後續裝修費用僅在資產可能為本集團帶來未來經濟利益，且成本可
靠計量時，方會計入賬面值。所有其他維修保養費用在產生的財政期間內於損益表支銷。

出售投資物業後或永久棄用投資物業且預期出售該投資物業再無未來經濟利益時，則終止
確認投資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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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本集團已採納的經修訂準則及經修訂概念框架

本集團已應用以下修訂，有關修訂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強制應
用，而且與本集團之業務有關：

年度改進項目（修訂本） 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國際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
國際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虧損性合約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修訂本）

概念框架的引用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修訂本）

COVID-19相關租金減免

上文所列修訂並無對過往期間確認的金額產生任何影響，且預期不會對本期間或未
來期間有重大影響。

(ii) 於本財政期間尚未生效及尚未獲本集團提早採納之新準則、修訂及年度改進

本集團尚未提早採納以下已頒佈但於期內尚未生效的新準則、修訂及年度改進：

於以下日期或之後
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 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 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修訂本）
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及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實務公告
 第2號（修訂本）

會計政策披露 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 會計估計定義 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單一交易所產生資產及負債

 相關遞延稅項
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
 公司之間的資產出售或注資

待定

4 分部資料

經營分部的報告方式與向主要營運決策人（「主要營運決策人」）提供內部報告的方式一
致。主要營運決策人負責分配資源及評估經營分部表現，已確認為負責作出策略決策的執
行董事。主要營運決策人基於營收評估經營分部的表現。

本集團組織為兩大經營分部，即：(i)半製成品及 (ii)消費型商品。半製成品與應用於通
訊、計算機及汽車市場的移動及無線設備以及連接器的製造及銷售相關。本集團的半製成
品主要透過於中國及越南的生產設施生產。消費型商品指路由器及移動設備相關產品的貿
易及分銷。本集團的消費型商品主要由其生產基地或其他於中國及越南的第三方製造商生
產，並於全球分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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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營收及業績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經營分部劃分的本集團營收如下：

半製成品 消費型商品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收 1,915,638 295,010 2,210,648
分部間營收抵銷 (109,322) – (109,322)

   
來自外部客戶的營收 1,806,316 295,010 2,101,326

   
毛利 350,839

未分配：
 開支－淨值 (262,741)
 其他收入 7,390
 其他收益－淨值 24,448
 財務成本－淨值 (2,094)
 應佔聯營公司之業績 (10,261)

 
除所得稅前利潤 107,581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經營分部劃分的本集團營收如下：

半製成品 消費型商品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收 1,614,507 448,967 2,063,474
分部間營收抵銷 (81,418) – (81,418)

來自外部客戶的營收 1,533,089 448,967 1,982,056

毛利 267,776

未分配：
 開支－淨值 (272,030)
 其他收入 17,871
 其他收益－淨值 2,312
 財務成本－淨值 (557)
 應佔聯營公司之業績 (1,500)

除所得稅前利潤 13,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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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產品種類劃分的營收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智能手機 613,811 485,027
網絡設施 361,929 447,588
電腦及消費性電子 411,833 421,321
電動汽車 72,040 64,141
系統終端產品 552,224 474,057
其他 89,489 89,922

2,101,326 1,982,056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地理區域劃分的營收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美利堅合眾國 969,903 798,125
中國 412,372 425,660
台灣 269,728 265,017
香港 116,447 129,648
英國 89,090 102,862
馬來西亞 38,910 70,885
新加坡 35,916 57,695
其他 168,960 132,164

2,101,326 1,982,056

按地理分部劃分的營收分析乃基於客戶主營業務所在地區。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有兩名客戶（二零二一年：兩名客戶）單獨貢獻超
過本集團總營收10%。此等客戶於期內貢獻的營收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客戶A 773,619 520,989
客戶B 303,203 270,899

客戶A指由品牌公司及其指定之合約製造商組成的客戶群組；客戶B為一組關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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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資產及負債

以下為按經營分部劃分的本集團資產及負債分析：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半製成品 消費型商品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資產
分部資產 1,828,707 903,608 2,732,315

未分配：
 物業、廠房及設備 752,336

 投資物業 7,465

 使用權資產 72,585

 無形資產 20,773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金融資產 28,69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46,674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168,755

 融資租賃應收款項 43,946

 短期銀行存款 105,68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53,917

資產總值 4,833,138

負債
分部負債 979,453 169,835 1,149,288

未分配：
 銀行借貸 1,264,468

 租賃負債 45,267

負債總額 2,459,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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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半製成品 消費型商品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分部資產 1,970,771 925,775 2,896,546

未分配：
 物業、廠房及設備 823,250

 使用權資產 90,551

 無形資產 30,809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金融資產 28,59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45,987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171,657

 融資租賃應收款項 51,814

 短期銀行存款 98,01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69,447

資產總值 5,006,664

負債
分部負債 1,193,894 96,303 1,290,197

未分配：
 銀行借貸 1,265,523

 租賃負債 55,361

負債總額 2,611,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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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非流動資產（無形資產、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金融資產、按公平值計入損
益的金融資產、於聯營公司的權益、融資租賃應收款項及遞延所得稅資產除外）的地理區
域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中國 575,956 581,389
越南 202,248 240,495
美利堅合眾國 46,118 66,253
台灣 13,454 22,773
新加坡 1,156 7,445
其他 3,862 6,398

842,794 924,753

5 按性質劃分之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存貨成本，包括存貨減值 1,213,514 1,194,621
分包開支 24,476 42,451
公用設施費 28,332 27,347
僱員福利開支 399,004 368,053
無形資產攤銷 20,847 20,49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95,903 74,051
使用權資產折舊 9,566 13,683
模具及耗材 82,345 85,855
法律及專業開支 21,226 32,675
交付開支 50,451 49,891
其他稅金及相關附加費 8,987 6,083
其他 58,304 71,559

2,012,955 1,986,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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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乃根據管理層對整個財政年度預期的加權平均年度所得稅稅率的最佳估計確
認。計入中期簡明綜合收入表之所得稅開支金額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所得稅
 －本期利潤之即期稅項 35,330 17,678
遞延所得稅 (13,235) (11,686)

所得稅開支 22,095 5,992

7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按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利潤除以已發行普通股（不包括庫存股份）的加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純利（千美元） 85,117 9,264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千股） 6,926,858 6,684,993

每股基本盈利（美分） 1.23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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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每股攤薄盈利

每股攤薄盈利乃透過調整發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以假設所有潛在攤薄普通股
已獲轉換而計算。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尚有三項（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三項）尚未行使之以股份為基礎的酬金計劃，且僅高級管理層股份授出計劃會對
每股盈利造成攤薄影響（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相同）。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純利（千美元） 85,117 9,264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千股） 6,926,858 6,684,993
經調整：
 －高級管理層及僱員股份授出計劃的影響
  （千股） 31,137 216,395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千股） 6,957,995 6,901,388

 每股攤薄盈利（美分） 1.22 0.13

8 股息

截至本公告之日，本公司並無就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任何中期股息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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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第三方貿易應收款項 635,411 860,057
應收關連方貿易應收款項 145,607 174,527
減：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虧損撥備 (1,482) (1,755)

貿易應收款項總值－淨額 779,536 1,032,829
按金及預付款項 28,838 42,357
其他應收款項 14,623 18,945
應收關連方款項 13,743 7,573
應收及可收回增值稅 35,294 76,263

92,498 145,138
減：非即期部分
按金及預付款項 (10,408) (10,952)

82,090 134,186

即期部分 861,626 1,167,015

就貿易應收款項而言，授予第三方及關連方的信貸期介乎45至90天。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基於發票日期扣除減值虧損撥備
前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三個月內 694,777 913,315
三個月至一年 85,853 120,850
一年以上 388 419

781,018 1,034,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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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第三方貿易款項 639,753 700,646
應付關連方貿易款項 84,652 72,646

貿易應付款項總額 724,405 773,292
應付關連方款項 23,844 28,007
應付員工薪資、花紅及福利 115,359 114,243
已收按金、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77,262 232,167

1,040,870 1,147,709
減：非即期部分 (13,702) (9,504)

1,027,168 1,138,205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基於發票日期應付第三方及關連
方貿易款項（貿易性質）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三個月內 706,808 729,492
三個月至一年 16,850 43,007
一年以上 747 793

724,405 773,292



17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概覽及展望

業務概覽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面對國際情勢動盪的挑戰，我們已迅速從
供應鏈動盪復甦，儘管中國上海地區新冠肺炎疫情於二零二二年四至五月中旬爆
發嚴重，我們的業績仍略有增長。誠如下文「經營業績」一節的更詳細討論，截至
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我們的營收為2,101百萬美元，而利潤為85百萬
美元，與二零二一年度同期相比分別增加6.0%及963%。

因應產業發展及本公司業務策略，我們將本公司業務市場分類調整為智能手機、
網絡設施、電腦及消費性電子、電動汽車以及系統終端產品終端市場。

按終端市場分類，智能手機零組件產品仍為我們最大的營收來源。截至二零二二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受益於品牌公司智慧手機零組件產品拉貨動能強勁，
我們的Lightning線纜及插頭產品出貨量增加。因此，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智能手機終端市場產生的營收較二零二一年度同期增加26.6%。

在網絡設施終端市場方面，我們新世代CPU插槽、網絡介面產品的業務增加，但
由於受品牌公司的芯片供應緊缺影響，我們的光模塊出貨量減少。因此，截至二
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網絡設施終端市場產生的營收較二零二一年度同
期減少19.1%。

在電腦及消費性電子終端市場方面，由於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趨緩，在家辦公、在
家上課需求減少，筆電、平板相關產品營收有所減少。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電腦及消費性電子終端市場產生的營收較二零二一年度同期減少
2.3%。

在電動汽車終端市場方面，由於電動車需求增加，我們汽車產品相關應用領域的
營收有所增長。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電動汽車終端市場產生的
營收較二零二一年度同期增加12.3%。

在系統終端產品市場方面，由於本公司在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完成Linksys股
權出售，Linksys的業績自該出售日期起不再併入本集團中，導致營收有所減少。
但受益於高階智慧手機需求增加，因此我們的有線及真無線藍牙耳機產品出貨量
增加。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系統終端產品市場產生的營收較二
零二一年度同期增加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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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展望及業務前景

行業展望

全球連接器行業正在經歷快速的技術發展，產品功能更好、相容性更高，這使得
連接器產品可應用於更多的情況及情景。未來，可與應用領域各種產品相容的連
接器可能更受市場歡迎。在該環境下，我們抓住不斷湧現的市場機會並已在全球
建立品牌知名度，從而快速擴充市場份額。

智能手機。雖然智能手機的需求在世界各地出貨量受到通貨膨脹影響消費，而觀
察到手機出貨數量有潛在下降的趨勢，然而我們仍正面看待高階手機市場，並掌
握相關零組件的生意機會。

網絡設施。對網絡設施連接器的需求在相當程度上受數據流量加速增長及對額外
互聯網帶寬的持續增長需求所推動。由於流量增加，更多數據中心容量得以建
立。數據中心需要各種實體連接器、路由器、電力、信號及網絡，從而產生大量
的連接器需求。數據中心規模的不斷擴大足以確保其對連接器的持續強勁需求。
此外，雲計算已成為數據中心行業的主要增長動力。雲計算需要大量實體傳感器
連接器、路由器、電力、信號及網絡，此對傳感器連接器的需求很大並為創新的
連接器創造市場潛力。

電腦及消費性電子。電腦及消費性電子終端市場各種連接器的穩定需求已為連接
器需求奠定堅實基礎，有助於連接器市場以往的穩定增長及未來的潛在增長。由
於全球連接器行業正在經歷快速的技術發展，產品功能更好、相容性更高，連接
器產品可應用於更多的情況及情景，從而推動該終端市場中的連接器需求。預期
在家辦公、在家上課將會延續，進而帶動增長。

電動汽車。我們預期，受益於電動車需求增加以及車載資訊娛樂相關產品的搭載
率逐步提高，將推升整體市場份額。

系統終端產品。隨著智慧家庭的快速發展，伴隨在家辦公、在家上課的趨勢將延
續，家用電器變得越來越互連，因此配備了更多互連設備，Wi-Fi 6/6E也將推升
互連設備升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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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前景

受整體產業前景影響，我們預期連接器行業（尤其是我們策略性側重的終端市場）
可能於二零二二年下半年受到諸多不確定因素影響。我們計劃繼續策略性側重於
電動汽車終端市場，我們預期二零二二年下半年業績較二零二一年同期持平：

• 智能手機。由於品牌公司智慧手機零組件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拉貨動能強
勁，我們預期該勢頭將放緩，而二零二二年下半年產品出貨量將會減少。然
而，我們預計此終端市場仍將是我們主要的營收貢獻來源。

• 網絡設施。光模塊業務形態的改變，將影響二零二二年下半年網絡設施業務
的整體表現。

• 電腦及消費性電子。行業增長預期將繼續放緩，因此，我們將更為注重盈利
能力而非營收增長。

• 電動汽車。我們認為，來自此終端市場的主要客戶的需求將持續強勁，且我
們預期將受益於行業趨勢。我們將繼續戰略性地尋求我們的互連解決方案及
其他產品的新興應用機會。我們相信，憑藉我們在互連解決方案開發及生產
方面的領先地位，我們將能夠抓住電動車的新興需求。我們亦計劃在開發車
載電子系統及自動駕駛的主要零部件方面加大投資。此外，我們與鴻海集團
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有助於我們把握未來汽車電子市場新機遇。

• 系統終端產品。由於本公司在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完成Linksys股權出
售，Linksys的業績自該出售日期起不再併入本集團，我們在該終端市場的業
務將會減少，但我們將會與品牌公司合作，在智慧家庭市場製造新的市場機
遇。

經營業績

營收

我們的營收主要來自互連解決方案及其他產品銷售，而小部分營收來自模具部
件、樣品銷售及其他銷售。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我們的營收為
2,101百萬美元，較二零二一年同期的1,982百萬美元增加6.0%。在五個主要終端
市場中，(1)智能手機終端市場產生的營收增加26.6%，(2)網絡設施終端市場產生
的營收減少19.1%，(3)電腦及消費性電子終端市場產生的營收減少2.3%，(4)電
動汽車終端市場產生的營收增加12.3%，及(5)系統終端產品市場產生的營收增加
16.5%。下表載列我們按終端市場劃分以絕對金額列示的營收及佔所示期間營收
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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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美元 百分比 美元 百分比

（以千計，百分比除外）

智能手機 613,811 29.2 485,027 24.5
網絡設施 361,929 17.2 447,588 22.6
電腦及消費性電子 411,833 19.6 421,321 21.3
電動汽車 72,040 3.4 64,141 3.2
系統終端產品 552,224 26.3 474,057 23.9
其他 89,489 4.3 89,922 4.5

總計 2,101,326 100.0 1,982,056 100.0

智能手機。智能手機終端市場產生的營收增加26.6%，主要受益於高階智慧手機
需求增加，我們的Lightning線纜及插頭產品出貨量增加所致。

網絡設施。網絡設施終端市場產生的營收減少19.1%，主要由於我們新世代CPU
插槽、網絡介面產品的業務增加，但由於品牌公司的芯片供應緊缺影響，我們的
光模塊出貨量減少所致。

電腦及消費性電子。電腦及消費性電子終端市場產生的營收減少2.3%，主要由於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趨緩，在家辦公、在家上課需求減少，筆電、平板相關產品營
收有所減少所致。

電動汽車。電動汽車終端市場產生的營收增加12.3%，主要由於電動車需求增加
所致。

系統終端產品。系統終端產品市場營收增加16.5%。儘管本公司在二零二一年九
月二十五日完成Linksys股權出售，Linksys的業績自該出售日起不再併入本集團
中，導致營收有所減少，但受益於高階智慧手機需求增加，使得我們的有線及真
無線藍牙耳機產品出貨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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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成本、毛利及毛利率

我們的銷售成本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1,714百萬美元增加2.1%
至二零二二年同期的1,750百萬美元。銷售成本主要包括(1)所用原材料及耗材、
(2)製成品及在製品存貨消耗、(3)有關我們生產人員的僱員福利開支、(4)物業、
廠房及設備折舊、(5)外包開支、(6)公用設施費、模具及耗材開支以及(7)與我們
生產互連解決方案及其他產品相關之其他成本。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該增長主要受收入增長及產品組合變化帶來的高毛利產品出貨量增加所帶
動。

由於上述原因，我們的毛利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268百萬美
元增加31.0%至二零二二年同期的351百萬美元，主要乃由於收入增加及產品組合
變動，高毛利產品出貨量增加所致。我們的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的13.5%增加至二零二二年同期的16.7%，主要乃由於產品組合變動，高
毛利產品出貨量增加所致。

分銷成本及銷售開支

我們的分銷成本及銷售開支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51百萬美元
減少9.8%至二零二二年同期的46百萬美元，主要由於Linksys股權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二十五日出售所致。

行政開支

我們的行政開支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91百萬美元減少11.0%
至二零二二年同期的81百萬美元，主要由於Linksys股權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五
日出售所致。

研發開支

我們的研發開支主要包括：(1)支付予我們研發人員的僱員福利開支，(2)與研發過
程中所用模具相關的模具及耗材開支，(3)模具及模具設備折舊及(4)與我們的研發
活動相關的其他成本及開支。我們的研發開支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的131百萬美元增加3.8%至二零二二年同期的136百萬美元，主要乃由於5G 
AIoT及無線充電器產品研發投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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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利潤及經營利潤率

綜上所述，我們的產品銷售持續增長，產品毛利上升。因此，我們的經營利潤由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16百萬美元增加650%至二零二二年同期的
120百萬美元。由於品牌客戶拉貨需求增加及產品組合變動，我們的經營利潤率
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0.8%增加至二零二二年同期的5.7%。

所得稅開支

我們已產生的所得稅開支主要與我們在中國、台灣、美國、越南的業務有關。我
們的所得稅開支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6百萬美元增加269%至
二零二二年同期的22百萬美元。期內利潤產生的所得稅實際所得稅稅率由43.2%
降至20.5%，主要因二零二一年上半年享有租稅優惠之越南地區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響，獲利減少，使得實際有效稅率偏高，本年度則無此影響。

期間利潤

由於經營利潤的增加，期間利潤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8百萬
美元增加963%至二零二二年同期的85百萬美元。我們的利潤率由截至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0.4%增加至二零二二年同期的4.1%。

流動資金及資本來源

流動資金、營運資金及借貸來源

我們主要透過經營活動所得現金及銀行借貸為我們的經營提供資金。截至二零二
二年六月三十日，我們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854百萬美元，而截至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769百萬美元。此外，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我們的
短期銀行存款為106百萬美元，而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98百萬美
元。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我們的銀行借貸總額為1,265百萬美元，其中短期借
貸為690百萬美元，長期借貸為575百萬美元，而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銀行借貸總額為1,266百萬美元，其中短期借貸為690百萬美元，長期借貸為576
百萬美元。我們產生的銀行短期借貸主要作為營運資金用途以及補充我們的投資
及收購活動的資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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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我們的流動比率（按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計算）為
1.7倍，而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1.6倍。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
日，我們的速動比率（按流動資產減存貨除以流動負債計算）為1.0倍，而截至二
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1.1倍。我們的速動比率的下降主要由於存貨增加所
致。

現金流量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我們經營活動所得的現金淨額為206百萬
美元，投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為49百萬美元，及融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為25
百萬美元。

資本開支

我們的資本開支主要涉及購買土地使用權、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無形資產（商
譽除外）。我們主要通過我們經營活動所得現金及銀行借貸為資本開支提供資金。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我們的資本開支為57百萬美元，而二零二
一年同期為86百萬美元。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資本開支主要用
於升級、維護、改造及購買生產及研發設施。

重大投資、收購及出售事項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七日，富頂精密組件（深圳）有限公司（本公司之全資附屬
公司）（「富頂」）與深圳市富泰通國際物流有限公司（控股股東鴻海之非全資附屬
公司）（「富泰通」）訂立框架合作協議、補充協議及租賃協議（「框架協議」），據
此（其中包括），(i)富頂將應富泰通的要求並依照富泰通的成本與第三方承包商
就建設訂立建設協議，而建設對價將由富泰通承擔；(ii)富泰通（作為承租人）將
於竣工後自富頂（作為出租人）租賃該土地（為位於深圳市龍華區的工業用地，佔
地面積約76,230.91平方米）及土地上的建築（「房地產」），房地產租賃費為人民幣
238.68百萬元（含增值稅），租期20年，並在遵守適用的中國法律及上市規則的前
提下，續租不少於15年；及(iii)作為租賃安排的替代方案，在相關法律法規允許
的情況下，富頂將在遵守上市規則及收到富泰通的書面通知後將房地產轉讓予富
泰通。截至本公告日期，框架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尚待獨立股東批准。有
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七日及二零二二年七月十
一日之公告以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七月三十一日之通函。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我們並無任何重
大投資、重要收購或重要出售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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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貨

我們的存貨主要包括原材料、在製品及製成品。我們定期檢查存貨水平，以強化
存貨管理。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平均存貨週轉天數為110天，
而二零二一年為92天。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存貨週轉天數較
高，主要是產品組合變動側重於週轉時間較長的消費品所致。

我們的存貨從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982百萬美元增至截至二零二二
年六月三十日的1,123百萬美元，主要由於我們的業務規模整體擴大。

存貨減值撥備從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66百萬美元減少至截至二零二
二年六月三十日的46百萬美元，乃由於不良品庫存及呆滯存貨有效清理及控管所
致。

貿易應收款項

我們的貿易應收款項指就銷售我們的互連解決方案及其他產品應收第三方及關連
方客戶的款項。

我們一般授予第三方及關連方客戶45天至90天不等的信貸期。截至二零二二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平均貿易應收款項週轉天數由二零二一年的78天略微增加至
79天，該增加主要由銷售客戶組合所致。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關連方的平均貿易應收款項週轉天數為96天，而二零二一年則為91天。

我們的貿易應收款項從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1,033百萬美元減少至截
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的780百萬美元，主要是我們業務本身的季節性因素所
致。

貿易應付款項

我們的貿易應付款項主要涉及採購原材料、在製品及製成品。截至二零二二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平均貿易應付款項週轉天數為78天，而二零二一年為69天。

我們的貿易應付款項從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773百萬美元減少至截
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的724百萬美元，主要是由於我們業務本身的季節性因
素導致採購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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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資本承擔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我們擁有資本承擔42百萬美元，主要涉及購買與我
們生產設施和投資有關的物業、廠房及設備。

或然負債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除下文「資產抵押」所披露者外，我們並無任何重大
或然負債、擔保或任何針對我們的訴訟，而可能對我們的財務狀況或經營業績造
成重大影響。

資產負債比率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我們的資產負債比率（按債務淨額（即借款總額減現
金及現金等價物及短期銀行存款）除以資本總額計算）為12.8%，而截至二零二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14.2%。

資產抵押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重慶市鴻騰科技有限公司及淮安市富利通貿易有限
公司總額為人民幣5.7百萬元的若干銀行存款已就海關擔保作為質押，New Wing 
Interconnect Technology (Bac Giang) Co., Ltd總額為越南盾8,500百萬元的若干銀
行存款已就購電擔保作為質押。

人力資源及僱員薪酬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我們擁有約52,988名僱員，而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有57,527名僱員。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僱員福利開
支總額（包括董事酬金）為399百萬美元，而二零二一年同期為368百萬美元。薪酬
乃參考僱員的表現、技能、資格和經驗及按照當前行業慣例釐定。

除薪金及工資外，其他僱員福利開支包括現金紅利、退休金、住房公積金、醫療
保險及其他社會保險，以及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及其他。我們已於首次公開
發售前根據我們的股份授出計劃作出若干股份授予。此外，我們已採納購股權計
劃及受限制股份獎勵計劃，以提供有價值的獎勵吸引及挽留優秀人才。我們一直
在評估，並可能採納符合上市規則規定的新股份激勵計劃。董事薪酬乃由薪酬委
員會審閱並由董事會批准。釐定董事酬金時考慮的因素包括相關董事的經驗、職
責及責任、時間投入、本公司表現及當前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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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我們於若干地點經營及我們的大部分銷售、採購或其他交易以美元、新台幣及人
民幣計值。外匯波動可能對我們的經營業績造成重大正面或負面影響。本集團大
部分實體承受與以我們經營所在當地功能貨幣以外的貨幣進行採購、銷售、融資
及投資有關的外匯風險。由於我們訂有以我們或我們附屬公司經營所在當地功能
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交易，倘我們的成本及負債所作列值的各種貨幣的金額及
相關比例偏離銷售及資產所作列值的各種貨幣的金額及相關比例，我們或會面臨
外匯交易風險。

我們的綜合財務資料以美元呈報。我們的中國及其他非美國附屬公司分別以人民
幣或各自的本地貨幣作為其功能貨幣編製財務報表，其後於我們的財務資料綜合
入賬前換算為美元。因此，美元相對該等附屬公司的功能貨幣的價值變動會導致
綜合入賬後於其他全面損益內產生換算盈虧。此外，由於我們的中國及其他非美
國附屬公司一般擁有大量以美元計值的銷售額及應收賬款，美元貶值可能導致外
匯虧損，而美元升值則可能產生外匯收益。

為進一步緩解外匯風險，我們亦已採納審慎的外匯對沖政策。我們已實行內部程
序，以監察我們的對沖交易，包括交易類型及交易價值限制、制定並審閱基於不
同市場風險的對沖策略及其他風險管理措施。根據該政策，我們訂立遠期外匯合
約，僅為對沖目的，而非為投機目的。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我們遠期外
匯合約的名義本金額為210百萬美元。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鄧貴彰先生、CURWEN Peter D先生
及陳永源先生。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簡明
綜合財務資料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公司外部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亦已根據國際審計與鑒證準則理事會
頒佈的國際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
審閱期內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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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

董事會致力於維護較高的企業管治標準。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已應用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
業管治守則所載適用於本公司之原則，並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全部適用守
則條文，惟下文所述之守則條文除外。

守則條文C.2.1規定董事長與首席執行官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同一人擔任。
盧松青先生為本公司的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負責本集團的整體管理並指導本集
團的戰略發展和業務計劃。鑒於本集團的發展現狀，董事會認為兩個職位由同一
人擔任可為本公司提供強大一致的領導，有利於本集團業務策略的實施及執行。
此外，董事會認為，此情況將不會損害董事會與本公司管理層間之權力及授權平
衡，因為權力及授權平衡透過董事會運作管理，而董事會乃由資深及具才幹及誠
信之個人組成。另外，董事會之決定均透過大多數表決通過。儘管如此，董事會
將根據當時情況不時檢討架構。董事會將繼續評估有關情況，並在慮及本集團屆
時的整體狀況後考慮於適當時候分離董事長與首席執行官的角色。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標準守則作為其關於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本公司已就
全體董事遵守標準守則的情況向董事作出專門查詢，且彼等均確認於截至二零二
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的標準。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除受託人可能不時根據受限制股份獎勵計劃購買股份外，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
上市證券。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並無就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任何中期股息。

刊發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

本業績公告乃於香港交易所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http://www.
fit-foxconn.com刊載。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將
於上述網站刊載並適時寄發予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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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審核委員會」 指 董事會審核委員會；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企業管治守則」 指 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僅就本公告而言，對「中國」的提
述並不包括台灣、澳門特別行政區及香港；

「本公司」 指 鴻騰六零八八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
群島以鴻騰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名稱註冊成立
的有限公司，並以鴻騰六零八八精密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於香港開展業務，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第一項受限制股份
 獎勵計劃」

指 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批准及採納，並
於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五日修訂的受限制股份獎勵計
劃（經不時重列、補充及修訂）；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交易所」 指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鴻海」 指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一間於台灣成立並在
台灣證券交易所上市（股份代號：2317）的有限公
司，為控股股東；

「鴻海集團」 指 鴻海及其附屬公司及（倘相關）控制30%權益之實
體，及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本集團；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指 國際財務報告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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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開發售」 指 本公司股份於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三日在聯交所的首
次公開發售及上市；

「Linksys」 指 Linksys Holdings, Inc.，一間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
有限公司，先前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經不時修訂及補充）；

「標準守則」 指 上市規則附錄十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
準守則；

「新台幣」 指 新台幣，台灣法定貨幣；

「薪酬委員會」 指 董事會薪酬委員會；

「受限制股份獎勵
 計劃」

指 第一項受限制股份獎勵計劃及第二項受限制股份獎
勵計劃；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的法定貨幣；

「第二項受限制股份
 獎勵計劃」

指 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二月十一日批准及採納的受限
制股份獎勵計劃（經不時重列、補充及修訂）；

「股份」 指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每股面值0.01953125美元之普
通股份，或倘若之後本公司股本進行分拆、合併、
重新分類或重組，則指構成本公司普通權益股本一
部分的股份；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股份授出計劃」 指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五日獲本公司批准及採納的股份
授出計劃，且董事會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四日進一
步採納有關規則及詮釋；

「購股權計劃」 指 股東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批准及採納之本公
司購股權計劃，並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
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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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美國」 指 美利堅合眾國；

「美元」 指 美元，美國法定貨幣；

「越南」 指 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

「越南盾」 指 越南盾，越南的法定貨幣；

「同比」 指 同比；及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鴻騰六零八八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主席
盧松青

香港，二零二二年八月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盧松青先生、盧伯卿先生及PIPKIN Chester  
John先生；非執行董事TRAINOR-DEGIROLAMO Sheldon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
董事CURWEN Peter D先生、鄧貴彰先生及陳永源先生。

* 於開曼群島以鴻騰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名稱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並以鴻騰六零八八
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香港經營業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