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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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產生或
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高偉電子控股有限公司
Cowell e Holdings Inc.

（股份代號：1415）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摘要

我們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收益達約404,552,000美元，較截至2021年6
月30日止同期增加約35.9%。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淨利潤約為31,391,000
美元，而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利潤淨額約為
22,502,000美元。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為3.8美分，而截至2021年6月30
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為2.7美分。

業績

高偉電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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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報告期間」）的
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連同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比較數字。中期
財務業績未經審核，惟已由本公司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按照香港會計
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實體之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
料的審閱」進行審閱，而其獨立審閱報告將載於即將寄發予本公司各股東（「股
東」）之中期報告內。中期財務業績亦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
審閱，且並無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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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 未經審核
（以美元列示）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收益 3及4 404,552 297,629

銷售成本 (344,468) (252,349)  

毛利 60,084 45,280

其他收益 2,623 1,864
其他收入╱（虧損）淨額 3,409 (1,860)
銷售及分銷開支 (787) (1,193)
行政開支 (29,336) (18,722)  

經營溢利 35,993 25,369

融資成本 5(a) (1,729) (402)  

除稅前溢利 5 34,264 24,967

所得稅 6 (3,109) (2,465)  

期內溢利 31,155 22,502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31,391 22,502
非控股權益 (236) —  

期內溢利 31,155 22,502  

每股盈利 7
基本 0.038元 0.027元  

攤薄 0.036元 0.02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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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 未經審核
（以美元列示）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千元 千元

期內溢利 31,155 22,502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稅後調整）：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財務報表的匯兌差額 (22,290) 2,777

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重新計量界定福利負債淨額 (32) 98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22,322) 2,875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8,833 25,377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的權益股東 9,069 25,377
非控股權益 (236) —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8,833 25,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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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 未經審核
（以美元列示）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附註 千元 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116,062 74,233
無形資產 3,836 6,360
於合營公司的權益 596 —
其他應收款項 5,356 3,038
界定利益退休資產淨額 2 —
遞延稅項資產 10,170 11,284  

136,022 94,915  

流動資產

存貨 9 83,217 138,695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90,041 117,694
可收回即期稅項 — 7
銀行存款 11,920 12,548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287,007 188,243  

472,185 457,187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110,316 140,876
銀行貸款 145,899 72,865
租賃負債 5,807 3,378
即期應付稅項 5,334 9,831  

267,356 226,950  

流動資產淨額 204,829 230,23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40,851 32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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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附註 千元 千元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20,848 16,488
界定利益退休責任淨額 — 35
遞延稅項負債 32 —  

20,880 16,483  

資產淨值 319,971 308,669  

資本及儲備 12

股本 3,339 3,337
儲備 315,771 305,332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權益總額 319,110 308,669
非控股權益 861 —  

權益總額 319,971 308,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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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除另有指示外，以美元列示）

1 編製基準

本公佈所載的中期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集團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報
告，惟乃摘錄自該中期財務報告，而該報告是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中的適用披露規定編製並符合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國際
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規定。
本中期財務資料獲授權於2022年8月11日刊發。

除預期於2022年度財務報表中反映的會計政策變動外，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2021年度財
務報表中所採納的相同會計政策編製。會計政策的任何變動詳情列載於附註2。

本中期業績公佈收錄並作為比較資料的有關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的財務資
料並不構成本公司於該財政年度的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惟源自該等財務報表。

2 會計政策變動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已頒佈若干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本，該等修訂本於本集團本
會計期間首次生效。該等發展並無對本集團於本期間或過往期間業績及財務狀況在本
中期財務資料中編製或呈列的方式構成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應用任何尚未於本會計期間生效的新訂準則或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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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及分部報告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製造及銷售相機模組及光學部件。收益指向客戶供應的商品的銷
售價值，減去增值稅或其他銷售稅，並已扣除任何貿易折扣。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客源包括一名（2021年：一名）客戶，與本集團
的交易額佔本集團收益超過10%。於報告期內，向該客戶作出銷售的收益載列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千元 千元

最大客戶 403,510 292,152
— 佔總收益百分比 99.7% 98.2%  

本集團按分部管理其業務，而分部乃根據地區確認。本集團只有一個報告分部，方式
與向本集團最高行政管理人員內部呈報資料以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的方式一致。

客戶收益按地區劃分的明細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千元 千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經營所在地） 402,448 291,141
大韓民國 52 1,384
其他 2,052 5,104   

404,552 297,629  

4 經營季節性

平均而言，本集團的收益於第四季度錄得的銷售額較年內其他季度高，原因為其產品
於節假日期間的零售需求增加。因此，本集團通常於每年上半年錄得較下半年為低的
收益及分部業績。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十二個月，本集團錄得收益為906,214,000元（截至2021年6月30日
止十二個月：740,331,000元），及可呈報分部溢利為135,302,000元（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
十二個月：114,89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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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達致：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千元 千元

(a) 融資成本

銀行貸款的利息 1,181 66
租賃負債的利息 548 336  

1,729 402  

(b) 其他項目

攤銷 526 574
折舊 15,502 8,698
研究及發展成本（折舊除外） 18,726 10,736
利息收入 (1,853) (53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淨額 1,600 375
出售無形資產的虧損淨額 2,011 —   

6 所得稅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千元 千元

即期稅項 — 香港利得稅 1,225 1,186
即期稅項 — 香港以外地區 1,210 868
遞延稅項 674 411  

所得稅 3,109 2,465  

根據開曼群島規則及規例，本集團毋須繳納任何開曼群島所得稅。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香港利得稅撥備乃採用估計年度實際稅率16.5%（2021年：
16.5%）計算，惟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除外，其為雙層利得稅稅率制度下的合資格公司。
就該附屬公司而言，首2百萬港元的應課稅溢利按8.25%徵稅，而餘下的應課稅溢利則按
16.5%徵稅。該附屬公司的香港利得稅撥備於2021年按相同基準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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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及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適用於在中國註冊的附屬公司的企業所得稅稅率
為25%，但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東莞高偉光學電子有限公司被認定為高新技術
企業，故於截至2021年及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稅率將下調至15%。

其他司法權區的稅項按各自司法權區的現行稅率計算。

7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是按母公司普通權益股東應佔溢利31,391,000元（截至2021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22,502,000元）及本中期期間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834,426,000股（截
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834,360,000股）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

每股攤薄盈利是按母公司普通權益股東應佔溢利31,391,000元（截至2021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22,502,000元）及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861,523,000股（截至2021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840,203,000股）計算。

8 物業、廠房及設備

(a) 使用權資產

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就使用廠房訂立多項租賃協議，因此確認
添置使用權資產9,214,000元（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2,358,000元）。

(b) 擁有資產收購事項及出售事項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購廠房及設備項目，成本為55,088,000元（截
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6,061,000元）。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已出售賬
面淨值為1,600,000元的廠房及設備項目（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375,000元），
導致產生出售虧損1,600,000元（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375,000元）。

(c) 客戶的設備

一名客戶向本集團提供機械，以供生產貨品予該名客戶。由客戶承擔的機械原採
購成本為111,382,000元（2021年12月31日：111,382,000元），並無確認為本集團的物
業、廠房及設備。該機械並無租金支出，管理層與客戶釐定銷售價格時已考慮有
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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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存貨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6,615,000元已確認為存貨撇減的撥回，並於期內損益確
認為收入（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撇減6,362,000元）。此項撥回乃由於若干存貨
的估計可變現淨值增加所致。

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收款項（已列入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根據發票日期及扣除虧損撥
備後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千元 千元

1個月內 79,012 108,507
超過1至2個月 113 —

超過2至3個月 78 —

超過3個月 238 25  

貿易應收款項（扣除虧損撥備） 79,441 108,532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10,600 9,162  

90,041 117,694  

貿易應收款項由賬單日期起計30至120日內到期。

11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付款項（已列入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千元 千元

1個月內 99,157 112,434
超過1至3個月 — 16,089
超過3至6個月 — 635  

貿易應付款項 99,157 129,158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1,159 11,718  

110,316 140,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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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股本、儲備及股息

(a) 股息

本中期內並無派付股息（2021年：無）。報告期末後，董事不建議派付中期股息（2021
年：無）。

(b) 以股本支付的股份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一份於2021年5月5日發佈的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據此，董
事及本集團僱員有權參與該計劃。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概無購股權（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
45,450,000份購股權）已獲授出，及822,000份購股權（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50,000份購股權）已按購股權計劃獲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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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是電子移動設備的專屬光學模組及部件的主要供應商。本集團從事設計、
開發、製造及銷售各類光學模組及部件，用於國際知名品牌的智能手機、多媒
體平板電腦及其他移動設備。

2022財政年度的全球經濟，持續受新型冠狀病毒（「新冠病毒疫情」）影響，並導
致2022年第二季度上海地區進行封閉式管理，使得市場景氣更加低迷，為了適
應不斷變化的市場格局，除了持續強化核心競爭力、加大對新產品及新技術的
研發投入外，並積極響應政府防疫政策，確保供應鏈穩定，以順利生產交付所
有產品，即使在面臨挑戰的大環境下，本集團2022財政年度中期的銷售及純利
仍優於2021年同期的表現。

本集團於報告期間的收益為404.6百萬美元，而於2021年上半年，則收益為297.6
百萬美元。本集團於報告期間的收益比2021年同期增加35.9%，主要因為客戶
訂單增加所致。

本集團於報告期間的純利為31.2百萬美元，而於2021年上半年，則純利為22.5百
萬美元。

展望及未來策略

展望2022財政年度，中美貿易衝突、新冠病毒疫情以及區域戰爭等總體經濟不
利因素持續，智能移動終端市場也面臨壓力，但在光學行業的新技術、新應
用所帶來的商機，如智能駕駛、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AR」）、虛擬實境
（Virtual Reality「VR」）等新賽道，相關光學部件、光學模組的需求持續向好，受
全球總體經濟不利的衝擊將相對有限。



– 13 –

全球智能駕駛應用，隨著技術發展以及各國相關法規完善，市場高度成長可
期，其中光達(LiDAR)市場規模也隨之擴張，未來有望成為行業標準配備，根
據調研機構MarketsandMarkets報告，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市場規模，將從
2021年272億美元提升至2030年之749億美元，年均複合成長率達12%；光達市
場規模，將從2021年的21億美元增加至2026年的34億美元，年均複合成長率約
22%。本集團將在這新賽道佈局，以掌握市場先機，作為下一階段成長的重要
動能。

AR/VR所帶動的元宇宙議題於2021財政年度升溫，根據調研機構Trendforce預估
2021年全球虛擬實境應用內容市場規模達21.6億美元，預計至2025年將達83.1億
美元，年複合成長率超過40%。針對AR/VR裝置，Trendforce預估2022年出貨量
將達1,202萬台，年成長率達26.4%，隨著配套遊戲及內容應用增廣，元宇宙用
戶數也將逐漸提升，帶動市場成長。本集團透過策略聯盟方式與AR/VR核心光
學器件行業領導廠商合作，發揮各自優勢，期許在此新賽道佔據先發優勢。

於2022財政年度，本集團將繼續加大研發投入、推動生產工藝創新、加速自動
化設備導入、擴大自動化團隊組建，以進一步提升對客戶附加價值、維持更穩
定合作關係以共創雙贏，管理團隊有信心帶領本集團再創佳績。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擁有總資產608.2百萬美元（2021年12月31日：552.1百
萬美元）；流動資產淨值204.8百萬美元（2021年12月31日：230.2百萬美元）及權
益總額320.0百萬美元（2021年12月31日：308.7百萬美元）。

本集團的財政狀況穩健，並持續自經營活動獲得大量及穩定的流入。於2022年
6月30日，本集團申報287.0百萬美元的無抵押的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管理層相
信，本集團目前的現金及現金等值物及預期來自經營的現金流量將足以支持
本集團的營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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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本集團資產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抵押資產（2021年12月31日：零美元）。

資本開支及承擔

本集團的資本開支（即本集團花費於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的現金）於報告期
間為51.3百萬美元，而於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則為6.1百萬美元。本集團
於報告期間的資本開支主要反映購買額外的設備以生產更精密的倒裝芯片相
機模組。本集團擬透過結合來自經營活動的現金流量及可能集資活動，為本集
團的計劃未來資本開支提供資金。

或然負債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概無重大或然負債，惟本公司曾提供擔保，就銀行
向若干附屬公司授出為數89.8百萬美元（2021年6月30日：無）的銀行融資作出擔
保。

人力資源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共聘有3,505名全職員工（2021年12月31日：2,885名）。
報告期間的總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薪酬）約為26.0百萬美元（截至2021年6月30
日止六個月：22.0百萬美元）。

本集團為本集團的僱員提供居住、娛樂、膳食及培訓設施。培訓範圍包括管理
技能及技術培訓，以及其他課程。

本集團有長期激勵計劃薪酬政策。釐定應付董事酬金的基準按酌情基準作出（經
參考本公司的經營業績、個人表現及可比較的市場統計）。此外，本公司薪酬
委員會（「薪酬委員會」）獲董事會授權審閱本公司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的薪酬並
就此作出建議。本集團的薪酬政策由薪酬委員會根據彼等的表現、資歷及能力
釐定。此外，本公司已採納一份購股權計劃，據此，董事及本集團僱員有權參
與該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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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

中期股息

經考慮透過縱向整合及橫向整合作進一步擴充，加上新冠病毒疫情導致經濟
前景極不明朗，董事會認為，為其未來擴展計劃保留更多現金乃更謹慎之舉。
因此，董事會不建議派發報告期間的中期股息。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於報告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的上
市證券。

企業管治

董事會已根據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
守則條文（「守則條文」）審閱本集團的企業管治工作，並認為本公司於報告期
間已根據企業管治守則規管其營運以及實行適當之企業管治。本公司於報告
期間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報告期間一直全面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適用守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準則及政策以及報告期間的未
經審核綜合財務報告。根據是項審閱，審核委員會信納，財務報表乃根據適用
會計準則編製並公平呈列本集團報告期間的財務狀況及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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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
則（「標準守則」）。全體董事於接受具體查詢後確認，彼等於整段報告期間一直
全面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標準。

於報告期間後之事項

自報告期間末後及直至本公佈日期概無發生影響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而
須於本公佈披露之重大事項。

2021年年報

茲提述本公司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報（「2021年年報」）。除非文義另
有所指，否則本分節所用詞彙與2021年年報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澄清，除2021年年報第24頁「董事會報告」一節中「舊購股權數目變
動」一段內的披露資料外，本公司謹此按上市規則第17.07(3)條提供有關本公司
舊購股權計劃（已按股東於2021年5月5日通過的普通決議案予以終止）以下額外
資料：

就於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期間獲持續合約僱員行使的150,000份
購股權而言，緊接購股權獲行使日期前，本公司股份的加權平均收市價為
5.83港元。

除上述額外資料外，2021年年報內的全部資料仍然不變。



– 17 –

刊發2022年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中期業績公佈刊載於本公司網站(http://www.cowelleholdings.com)及聯交所網站
(http://www.hkex.com.hk)。本公司於報告期間的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
股東並將可在上述網站閱覽。

承董事會命
高偉電子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孟岩

香港，2022年8月11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孟岩先生及吳英政先生；非執行董事陳漢洋先生及 
楊立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蘇艶雪女士、蔡鎮隆先生及劉霞女士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