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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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YORKEY OPTICAL INTERNATIONAL (CAYMAN) LTD.
精熙國際（開曼）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788）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佈

業績
精熙國際（開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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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
中期業績連同上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3 47,795 54,441
銷售成本 (37,649) (42,482)

毛利 10,146 11,959
其他收入及收益 910 1,090
可供出售投資之收益 – 20
分銷成本 (531) (1,013)
行政費用 (7,754) (7,987)
研發開支 (914) (647)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之業績 (786) –

除稅前溢利 1,071 3,422
稅項抵免（支出） 5 181 (122)

期內溢利 1,252 3,300

其他綜合收入（開支）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產生之匯兌差額 (1,854) 736
　－有關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重新分類調整 – (20)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允價值收益（虧損） 25 (7)

期內其他綜合（開支）收入 (1,829) 709

期內綜合（開支）收入總額 (577) 4,009

每股盈利
　－基本 7 0.15美仙 0.40美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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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483 541
　物業、廠房及設備 26,242 28,536
　預付租賃付款 254 259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11,175 4,647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所付按金 43 165

38,197 34,148

流動資產
　存貨 7,008 10,239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22,865 24,737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136 25
　可供出售投資 920 895
　銀行結餘及現金 111,729 121,467

142,658 157,363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21,054 27,585
　應付股息 3,190 –
　應付稅項 947 1,305

25,191 28,890

流動資產淨值 117,467 128,473

資產淨值 155,664 162,62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066 1,066
　儲備 154,598 161,555

權益總額 155,664 162,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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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及登記為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上市。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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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申報」而編
製。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美元（「美元」）呈列，美元為本公司之功能貨幣。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若干金融工具按公允價值計量外，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基準而編製。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以及計算方法
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綜合財務報表所用者相同。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納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多項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等修訂於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

於本中期期間所應用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的金額
及╱或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的披露造成重大影響。

3. 營業分部

營業分部

本公司行政總裁作為本集團之主要營運決策人，定期檢討光學及光電產品零部件之收入分
析，並按合計基準視其為單一營運分部。除收入分析外，概無營運業績及其他獨立財務資
料可供評估各業務分部之績效。基於以上原因，並無呈列獨立分部資料。

行政總裁對本集團期內溢利進行審閱以作出表現評估及資源分配決策。由於並無定期向行
政總裁提供分部資產及分部負債，因此並無作出該等分析。

其他分部資料

地區資料

本集團之營運位於中國內地（「中國」）（註冊地）。

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及以資產地理位置分析之非流動資產資料詳述如下：

來自外界客戶之收入 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二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日本 31,088 36,093 – –
中國 16,489 17,078 27,022 29,501
其他 218 1,270 – –

47,795 54,441 27,022 29,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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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於相應期間為本集團貢獻逾10%總銷售額之客戶之收益如下：

二零一二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客戶A 9,407 12,118
客戶B 7,023 5,495
客戶C 5,294 *

* 相應收益並無於各有關期間為本集團貢獻逾10%總銷售額。

主要產品收益
以下為按主要產品分析之本集團收益：

二零一二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光學及光電產品零部件
　－相機及複印機 43,563 46,435
　－其他 4,232 8,006

47,795 54,441

4. 折舊
期內，於損益表扣除之折舊如下：

二零一二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投資物業折舊 55 55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743 2,883

5. 稅項（抵免）支出
二零一二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稅項（抵免）支出包括：

按適用所得稅稅率就期內估計應評稅溢利計算
　之中國所得稅 184 122
過往年度之超額撥備 (365) –

(181) 122

由於本集團於兩個期內之溢利並非源自香港或在香港產生，故並無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
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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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股息

二零一二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確認分派之股息：
　二零一一年末期股息每股3.0港仙（相等於0.386美仙）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零年末期股息
　　每股3.0港仙：相等於0.386美仙） 3,190 3,195
　二零一一年宣派之特別股息每股3.0港仙
  （相等於0.386美仙）（二零一一年：二零一零年
  特別股息每股2.5港仙：相等於0.322美仙） 3,190 2,665

6,380 5,860

擬派股息：
　擬派二零一二年中期股息每股2.5港仙
　　（相等於0.322美仙）（二零一一年：每股3.0港仙；
　　相等於0.385美仙） 2,669 3,190

於二零一二年八月十六日，董事宣佈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中期股息
每股2.5港仙（相等於0.322美仙），按本報告刊發日已發行股份827,778,000股為基礎計算。

7.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綜合溢
利1,252,000美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300,000美元）及期內已發行股
份827,778,000股（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827,778,000股）計算。

由於兩個期內並無具潛在攤薄影響之股份，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及財務回顧

本集團主要從事生產及銷售光學及光電產品（包括數碼相機（「數碼相機」）、複印
機（包括多功能事務機）、電腦周邊設備、手機、傳統菲林相機等）之塑膠及金屬
零部件，其後亦經營相關配件，以及模具及皮套之製造、表面處理及銷售。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營收約47,795,000美元，較去年同
期54,441,000美元減少12%，營業毛利率維持於21%之高水平，展現本集團之競爭
優勢。稅後淨利約1,252,000美元，較去年同期3,300,000美元減少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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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上半年營收主要仍來自數碼相機零件之銷售貢獻；而下半年進入消費性電
子產品旺季，數碼相機業經營者積極拓展新機種之銷售佈局，本公司業績可望直
接受惠。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約為142,658,000美元（於二零一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57,363,000美元）；而流動負債約為25,191,000美元（於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8,890,000美元）。本集團之流動比率約為566%。

本集團以內部產生之資源撥付營運資金。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
行及手頭現金約為111,729,000美元（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1,467,000
美元），且無任何銀行借款。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營運活動產生之淨現金約為2,389,000美
元。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約為8,713,000美元，
包括因本集團各業務部門提升生產設施之資本開支約531,000美元、向一間聯營公
司作出資本貢獻8,869,000美元與其他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入約687,000美元。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為3,190,000美元，即
派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0.386美仙。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銀行結餘及現金合共約為111,729,000美元。負
債比率（總負債除以總資產）約為14%，且無任何銀行借款。因此，董事會認為，
本集團可繼續保持穩健之財務狀況，且有充足資源以支持其營運及滿足其可預見
之資本開支所需。

外匯風險及或然負債

本集團之銷售主要以美金、港幣或日幣計價，而採購則主要以美金、日幣、人民
幣及港幣進行交易。本集團預期不會面對重大匯率波動風險，故並無利用任何金
融工具進行對沖。本集團適當時會以遠期外匯合約進行對沖。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培訓與發展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3,767名僱員。本集團以長遠及穩定之人力
資源政策，配合醫療保險及公積金等福利和具競爭力之薪酬待遇，來吸引及留住
優秀人才，並激勵員工提高績效。

本集團致力與僱員維持良好關係，並承諾為僱員提供定期培訓及發展，以維持產
品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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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上半年受到歐債危機引起的全球經濟趨緩，數碼相機品牌業者紛紛採取保守態
度，並從事庫存管理；然而隨著下半年刺激景氣政策出台，景氣逐漸回穩，個別
品牌業者開始積極推出新機種以刺激市場需求。本集團預期下半年業績可望較上
半年明顯成長，獲利也可進一步攀升。

展望未來，本集團將憑藉多樣化之客戶基礎、「一站式」的生產及服務內容，以及
數碼相機零部件之製造及供應的全球市場領先地位，爭取訂單擴大銷售規模。本
集團管理層對於未來業務的持續增長及為本公司股東帶來良好回報抱有信心。

中期股息

董事會決議宣佈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中期股息每股0.025港
元（二零一一年：0.03港元），派發予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九日（星期五）名列本公
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中期股息將會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七日（星期三）或以前派發。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五日（星期一）至十九日（星期五）（首尾兩天包括在
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不會進行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收取中期
股息之資格，務請股東於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二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
所有有效之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及已填妥之股份過戶表格，交回本公司之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號
金鐘匯中心26樓，方為有效。

企業管治常規

本集團致力確保良好之企業管治標準，以符合股東利益。

本集團已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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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準則
及遵守所有適用之守則條文。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
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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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並按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守則條
文制訂書面權責範圍。本集團之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另外，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資料未經審核，但已由本
公司核數師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條「由實體獨立
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料」進行審閱。

董事進行之證券交易

本公司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期內，本公司已就是否有任何違
反標準守則之事項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而彼等均確認彼等已全面遵守標準
守則所載標準。

在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刊載中期報告

本公司就上市規則所規定之全部財務資料及其他相關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在聯交
所及本公司網站刊載。印刷本將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底前寄發予股東。

承董事會命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永井三知夫

香港，二零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包括兩位執行董事，分別為永井三知夫先生及廖國銘
先生；兩位非執行董事，分別為賴以仁先生及吳淑品女士；以及三位獨立非執行
董事，分別為江向才先生、周智明先生及王逸琦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