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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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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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T Hon Teng Limited
鴻騰六零八八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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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營收為4,006百萬美元，較截至二零一七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3,399百萬美元同比增加17.9%。

‧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利潤為233百萬美元，較截至二零一七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180百萬美元同比增加29.4%。

‧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為3.50
美分，較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2.95美分同比增加18.6%。

‧ 董事會建議就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向股東派付末期股息每股
0.07港元，惟須待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取得股東批准後，方可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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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全年業績連同過往期間的相應期間的比較數據，如下所示：

綜合收入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收 4 4,005,635 3,398,803
銷售成本 5 (3,297,558) (2,853,808)

  

毛利 708,077 544,995

分銷成本及銷售開支 5 (85,440) (58,477)
行政開支 5 (126,099) (81,157)
研發開支 5 (227,083) (189,855)
金融資產的減值虧損淨額 (1,697) —
其他收入 19,824 19,224
其他收益╱（虧損）— 淨值 20,970 (14,904)

  

經營利潤 308,552 219,826

財務收入 16,242 9,770
財務成本 (13,325) (4,757)

  

財務收入 — 淨值 2,917 5,013
應佔聯營公司之業績 — 淨值 (107) (285)

  

除所得稅前利潤 311,362 224,554
所得稅開支 6 (78,687) (44,068)

  

年內利潤 232,675 180,486
  

以下人士應佔利潤：
本公司擁有人 233,946 180,490
非控股權益 (1,271) (4)

  

232,675 180,486
  

本公司擁有人年內應佔利潤之每股盈利
　（以每股美分列示）
每股基本盈利 7 3.50 2.95
每股攤薄盈利 7 3.35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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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入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年內利潤 232,675 180,486

其他全面（開支）╱收入：
可能於其後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90,080) 66,899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 — (339)
　可供出售公平值變動轉撥至綜合收入表 — (590)
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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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9) —

  

年內其他全面（開支）╱收入總額，已扣除稅項 (91,609) 65,970
  

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141,066 246,456
  

以下人士應佔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42,337 246,460
非控股權益 (1,271) (4)

  

141,066 246,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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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土地使用權 20,144 21,850
　物業、廠房及設備 599,336 675,883
　無形資產 790,958 13,949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金融資產 17,102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 10,378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6,199 6,546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9 14,409 11,771
　遞延所得稅資產 108,786 28,238

  

1,556,934 768,615
  

流動資產
　存貨 649,708 528,326
　貿易應收款項 9 935,135 993,034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9 95,572 68,868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1,147 —
　衍生金融工具 — 5,569
　短期銀行存款 6,424 48,66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64,824 767,554

  

2,752,810 2,412,019
  

資產總值 4,309,744 3,180,634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31,708 131,521
　庫存股份 (72,072) —
　儲備 1,874,942 1,762,353

  

1,934,578 1,893,874
非控股權益 12,750 29

  

權益總額 1,947,328 1,893,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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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75,023 1,213
　已收按金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18,307 8,644

  

93,330 9,857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1,190,699 935,710
　合約負債 6,025 —
　銀行借貸 989,401 296,127
　即期所得稅負債 82,961 45,037

  

2,269,086 1,276,874
  

負債總額 2,362,416 1,286,731
  

權益及負債總額 4,309,744 3,180,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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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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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以美元（「美元」）呈列。

2 編製基準

本公告所載綜合財務資料乃基於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編製的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

3 重要會計政策概要

本集團已採納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以下對現有準則之新修訂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首次強制應用，而且與本集團之業務有關。

‧ 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年週期的年度改進

‧ 股份付款交易的分類及計量（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來自客戶合約的營收

‧ 詮釋第22號外幣交易及預付代價

誠如會計政策的變動所載列，於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後，本集團須相應
地變更其會計政策及作出若干調整。上文所列其他大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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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頒佈但本集團尚未應用的準則的影響

以下可能與本集團相關的新訂準則、詮釋、修訂本及準則的改進已經頒佈且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後生效。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尚未提前採納該等準則。本集團評估該等與本
集團業務有關的新訂準則及經修改的修訂本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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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以下日期或之後開始的
年度期間生效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 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3號 所得稅處理的不確定性 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本） 反向賠償的提前還款特徵 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在聯營企業及合營企業的長期權益 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 計劃修改、削減或結算 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或合營企業的
　資產出售或投入

待定

(i)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

變動性質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於二零一六年一月頒佈，其將引致承租人將絕大部分租賃於綜合資產負債表
確認，此乃由於經營與融資租賃之間的區別被移除。根據新準則，須確認一項資產（使用租賃項目的
權利）及支付租金的金融負債。唯一的例外情況為短期及低價值租賃。

影響

此準則將主要影響本集團經營租賃的會計處理。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不可撤銷的經
營租賃項下的未來最低租賃付款總額約為75,095,000美元，其中少於一年的為42,196,000美元，超過一
年的為32,899,000美元。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為租賃的會計處理提供了新的規定，所有非即期租賃
（包括未來的經營租賃承擔）必須以資產（就使用權而言）及金融負債（就付款義務而言）的形式確認。
少於12個月的短期租賃及低價值資產的租賃獲豁免報告義務。因此，新訂準則將導致綜合資產負債表
中的資產及金融負債增加。在相同情況下的營運開支將減少，折舊及利息開支將增加。預期該等租賃
承擔的若干部分將需要於綜合資產負債表中確認為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

本集團預期將確認超過一年的不可撤銷經營租賃承擔的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本集團預期對綜合收
入表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的採納日期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財政年度強制應用。

並無尚未生效且預期於當前或未來報告期間對本集團及對任何可預見未來的交易有重大影響的其他
準則。

會計政策的變動

此附註說明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
號「來自客戶合約的營收」（「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對本集團的財務資料及自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開始
應用的新會計政策（該等政策與之前期間所應用者不同）的影響。

(a)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 對本集團財務報表的影響

由於本集團會計政策的變動，誠如下文所說明，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一般在並無重列任何比較資
料的情況下獲採納。根據過渡規定，於當前期間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導致於二零一八年一月
一日的期初財務狀況作出調整，因為本集團已採納金融工具的會計政策，自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起生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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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分類及計量

該等變動對本集團金融資產的分類的影響如下：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如前所述

根據
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第9號
重新分類 經重列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綜合資產負債表（摘錄）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0,378 (10,378) —
衍生金融工具 5,569 (5,569)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 5,569 5,569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金融資產 — 10,378 10,378

   

15,947 — 15,947
   

該重新分類對本集團的權益並無影響，因為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要求
將非交易非上市股本證券公平值的任何變動於權益中確認為其他全面收入。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並無指定為對沖的衍生品分類為持作交易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列
賬。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並無對就該等資產確認的金額產生任何影響。

(b)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 對本集團財務報表的影響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就確認客戶合約營收及若干成本確立全面框架。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取
代國際會計準則第18號「營收」（涵蓋銷售商品及提供服務產生的營收），以及國際會計準則第11號「建
造合約」（訂明建造合約的會計處理方法）。本集團選擇採用經修訂的追溯法，意味著採納的累計影響
將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的保留盈利中確認。因此，比較資料並無重列，並繼續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
18號呈報。正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所允許，本集團僅對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前尚未完成的合
約應用新規定。

(i) 營收確認的時間

過往，銷售貨物所得營收一般乃於貨物所有權的風險及報酬轉移至客戶時確認。根據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第15號，營收於客戶獲得合約承諾貨品或服務的控制權時確認。此可為特定時間點或
一段時間。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確定以下對承諾貨品或服務的控制權被視為隨時間轉移的
三種情況：

— 當客戶於本集團履約時同時接受及使用本集團履約所提供利益時；

— 當本集團履約產生或增強一項於產生或增強時由客戶控制的資產時；或

— 當本集團履約並無產生對本集團而言具替代用途的資產，且本集團對迄今完成的履約付
款具有可執行權利時。

倘合約條款及本集團活動並不屬於任何該等三種情況，則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本集
團於某一指定時間點（即控制權轉移時）就銷售貨品或服務確認營收。所有權風險及回報的轉移
僅為於釐定控制權轉移發生時將考慮的其中一項指標。所有直接應佔的運輸費用於二零一八年
綜合收入表中分類為「銷售成本」。為確保呈報一致，已對二零一七年的銷售成本作出相應運輸
費用的重新分類。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對本集團於年內的綜合資產負債表及經營業績
不會造成重大影響。對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的保留盈利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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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呈列合約資產及負債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僅在本集團擁有無條件權利收取代價時，方會確認應收款項。
倘本集團於可無條件收取合約承諾貨品及服務的代價前確認有關營收，則該收取代價之權利分
類為合約資產。

同樣，在本集團確認相關營收前，當客戶支付代價或按合約規定支付代價且款項已到期時，該
代價將確認為合約負債而非應付款項。就與客戶訂立的單一合約而言，僅呈列合約資產淨值或
合約負債淨值。就多份合約而言，無關係合約的合約資產及合約負債不會以淨額基準呈列。與
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之前生效的國際會計準則第18號相比，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對本集團綜合資產負債表的影響如下：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如前所述

根據
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第15號
重新分類 經重列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綜合資產負債表（摘錄）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已收按金 944,354 (6,452) 937,902
合約負債 — 6,452 6,452

   

944,354 — 944,354
   

4 分部資料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本集團收購Belkin International Inc.（「Belkin」），Belkin主要從事路由器及移動設備相關產
品的貿易及分銷。考慮到Belkin的業務在短期內為本集團的一部分且於年內其財務資料對本集團而言並不重
要，管理層告知，內部報告的架構並無導致其可報告分部的構成發生變化的重大變動。因此，本集團仍經營
單一經營分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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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確認為負責策略決策的執行董事。主要營運決策人
基於經營利潤計量單位評估經營分部的業績。

本集團主要從事應用於資訊科技（「IT」）、通訊、自動化設備、精密模組、汽車、家庭自動化解決方案及消
費電子行業的連接器、機殼、散熱模組、有線╱無線通訊產品、網絡產品、光學產品、供電模組及裝配組件
的製造、銷售與服務。於本年度，本集團主要透過於中國及越南生產設施進行其生產，而本集團主要在台
灣、新加坡、澳大利亞、中國、美利堅合眾國及歐洲進行其銷售及服務。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按地理區域劃分的營收如下：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中國內地 1,369,015 1,278,511
台灣 326,093 236,093
香港 253,376 161,602
美利堅合眾國 1,455,207 1,244,907
新加坡 150,637 142,689
其他 451,307 335,001

  

4,005,635 3,398,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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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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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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遞延所得稅資產除外）的地理區域
分析如下：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中國內地 475,545 582,585
台灣 10,241 4,350
美利堅合眾國 27,588 15,042
新加坡 65,958 59,412
越南 43,870 50,427
其他 16,886 4,234

  

640,088 716,050
  

資產及負債之計量並未向各呈報分部披露，原因是該等計量並非定期供主要運營決策人審閱。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分別有兩名客戶（二零一七年：兩名客戶）單獨貢獻超過本集團總
營收10%。此等客戶於年內貢獻的營收如下：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客戶A 1,090,086 986,911
客戶B 1,063,633 796,976

  

本集團之大部分銷售為向少數品牌公司指定之多家合約製造商客戶作出的銷售；而其他銷售為向若干分銷
商、零售商、品牌公司及貿易公司作出的銷售。

5 按性質劃分之開支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存貨成本 2,109,008 1,794,817
僱員福利開支 604,074 566,864
分包開支 325,825 253,486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86,776 181,519
模具及消耗 152,977 116,755
公用設施費 50,280 50,072
專業開支 38,028 25,972
交付開支 41,987 29,166
經營租賃開支 23,419 19,858

上市開支 — 3,341
金融資產減值虧損淨額 1,697 —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 — 1,597
無形資產攤銷 13,811 1,572
核數師酬金 1,350 750
土地使用權攤銷 588 575
其他 188,057 136,953

  

銷售成本、分銷成本及銷售開支、行政開支及研發開支總額 3,737,877 3,183,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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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

自綜合收入表扣除╱（計入）之所得稅開支金額指：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即期所得稅
 — 年內利潤即期稅項 81,455 52,432
 —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23,933 689
遞延所得稅 (26,701) (9,053)

  

所得稅開支 78,687 44,068
  

(a) 中國企業所得稅

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根據中國稅法及法規按在中國附屬公司的法定利潤計算。中國企業所得稅
的標準稅率為25%（二零一七年：25%）。

本集團兩間中國附屬公司符合高新技術企業資格，於年內享受15%（二零一七年：15%）的優惠所得稅
稅率。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根據財政部、海關總署、國家稅務總局關於深入實施西部大
開發戰略有關稅收政策問題的通知，本集團的中國附屬公司之一有資格享受15%的優惠所得稅稅率（二
零一七年：15%）。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年內，本集團就其全資附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完成集團重組前數年內所賺取的利潤繳納稅款27,078,000
美元。

(b) 台灣營利企業所得稅

年內，台灣營利企業所得稅按20%（二零一七年：17%）的稅率徵收估計應稅所得稅。

(c) 新加坡企業所得稅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一間於新加坡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就激勵建立先鋒產
業及促進經濟發展獲得獎勵，即發展及擴大激勵活動（「發展及擴大激勵活動」）產生之利潤將按5%的
稅率計算而非發展及擴大活動則按17%的稅率計算。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根據新加坡所得稅法，於新加坡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的應課
稅收入按17%的稅率計算新加坡企業所得稅。

(d) 越南企業所得稅

現行稅務規例允許於越南註冊成立之附屬公司自產生應課稅利潤的第一年起計2年內豁免繳納所得稅，
並於隨後4年內享受減免50%所得稅的待遇。所得稅規例亦訂明，倘該附屬公司自產生營收的第一年
起計連續三年未產生任何應課稅利潤，則有鑒於並未產生應課稅利潤，上述稅務豁免期將自第四年起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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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按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除以已發行普通股的
加權平均數計算。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純利（千美元） 233,946 180,490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千股） 6,676,202 6,117,712
  

每股基本盈利（美分） 3.50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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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有兩類潛在攤薄普通股（二零一七年：兩類）。

對於高級管理層及僱員股份授出計劃，按上文計算的股份數目與假設完成向承授人發行股份情況下的
流通股份數目的比較。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純利（千美元） 233,946 180,490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千股） 6,676,202 6,117,712
經調整：
　— 高級管理層及僱員股份授出計劃的影響（千份） 308,787 316,484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6,984,989 6,434,196
  

每股攤薄盈利（美分） 3.35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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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股息 60,233 40,553
  

我們將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建議就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年派付末期股息每股股份0.07港
元，股息總額為472,048,000港元（約60,233,000美元）。建議末期股息的金額乃基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已發行的6,743,536,888股股份。該等財務資料並無反映該應付股息。

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應收第三方貿易應收款項 620,623 662,114
應收關連方貿易應收款項 317,413 330,920
減：貿易應收款項之減值撥備虧損 (2,901) —

  

貿易應收款項總額淨值 935,135 993,034
其他應收款項 20,027 13,306
應收關連方款項 4,586 7,016
應收及可收回增值稅 36,532 33,435
按金及預付款項 48,836 26,882

  

1,045,116 1,073,673
減：非即期部分：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4,409) (11,771)

  

即期部分 1,030,707 1,061,902
  

就貿易應收款項而言，授予第三方及關連方的信貸期介乎30至180天。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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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3個月內 798,063 865,203
3個月至1年 139,828 126,788
1年以上 145 1,043

  

938,036 993,034
  

本集團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訂明的簡化法計提預期信貸損失撥備，其允許就貿易應收款項計提存續
期內預期損失撥備。為計量預期信貸損失，該等應收款項根據共性信用風險特徵及賬單賬齡進行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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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應付第三方貿易款項 460,174 413,356
應付關連方貿易款項 261,915 176,128

  

貿易應付款項總額 722,089 589,484
應付關連方款項 109,411 46,241
應付員工薪資、花紅及福利 120,716 89,814
客戶墊款 — 6,452
已收按金、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56,790 212,363

  

1,209,006 944,354

減：非即期部分 (18,307) (8,644)
  

即期部分 1,190,699 935,710
  

應付第三方及關連方貿易款項於綜合資產負債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3個月內 558,571 520,782
3個月至1年 160,610 69,034
1年以上 2,908 668

  

722,089 589,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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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概覽及展望

業務概覽

二零一八年度，我們繼續實施業務策略以鞏固我們在開發及生產互連解決方案及相關產
品領域的全球領導廠商的地位。通過該等努力，我們的業務持續顯著增長，與二零一七
年度相比，我們的營收為4,006百萬美元，增長17.9%，而我們的利潤為233百萬美元，增
長29.4%。誠如下文「經營業績」一節的更詳細討論，由於我們的戰略重點基於對行業趨
勢的準確預期，我們在所有終端市場的銷量均錄得顯著增長。儘管勞工成本增加導致營
運成本增加，但由於我們銷量的增長及審慎的成本控制，我們不僅維持我們的毛利率，
且較二零一七年度略微增加，因此，經營利潤及淨利潤均錄得顯著增長。

按終端市場分類，移動設備仍為我們最大的營收來源。二零一八年度，受惠於品牌公司
客戶發佈的新智能手機產品及與此類智能手機產品相關的耳機所採用的互連解決方案
的銷量日益增加，因此，推動與此類智能手機相關產品（比如Lightning插頭、線纜及連接
器）的銷量增加。二零一八年度，移動設備市場產生的營收較二零一七年度增加9.3%。

其次，自二零一五年年底收購安華高光學模塊業務以來，我們繼續強化光學模塊產品供
應以抓住通訊基礎設施終端市場的業務機會，得益於我們積極努力拓展客戶群，我們的
光學模塊業務有所增長。此外由於數據中心與服務器平台對高端(100G)光學模塊及CPU
插槽的市場需求日益增長，此亦創造我們在該領域的業務增長。因此，二零一八年度，
通訊基礎設施終端市場產生的營收較二零一七年度增加8.5%。

在電腦及消費性電子終端市場方面，我們始終專注於高端產品及主要品牌公司的產品，
鞏固了我們在該終端市場的領先地位，並持續擴大我們於遊戲機領域的市場份額，二零
一八年度，電腦及消費性電子終端市場產生的營收較二零一七年度增加11.3%。

另外，我們不斷尋求互連解決方案及其他產品在汽車及其他新興應用領域的商機與策
略性合作機會，因此，我們持續加大在該領域的研發投入，尤其是汽車應用領域，並持
續與潛在合作夥伴（包括我們的關連人士）就投資及合作開發可用於汽車行業各種應用
的互連解決方案及其他產品展開討論。由於該等努力，二零一八年度，汽車、工業及醫
療終端市場產生的營收較二零一七年度增加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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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由於我們在二零一八年九月成功完成以合併方式收購Belkin International, Inc.（全球
知名消費電子產品品牌），大大增加了智慧家庭市場業務，二零一八年度，智慧家庭市
場產生的營收較二零一七年度增加366.9%。

同樣由於我們在二零一八年九月成功收購Belkin International, Inc.，大大增加了智能配件
市場業務，二零一八年度，智能配件市場產生的營收較二零一七年度增加3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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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性更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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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的連接器可能更受
市場歡迎。在該環境下，我們認為，先進的市場參與者（包括我們）及先行者更可能抓住
不斷湧現的市場機會並在全球建立知名度，從而快速擴充市場份額。有鑒於此，我們已
見證不同連接器終端市場的多樣化發展趨勢，我們認為此多樣化的趨勢於不久的將來
將持續。就此而言，我們一直在審視及關注不同終端市場的趨勢並不時調整我們的戰略
重心。

移動設備。移動設備的需求在世界各地繼續擴大。手機（尤其是智能手機）的普及推動對
各種智能配件產品（如充電器、電池及耳機）的需求。例如，USB C型為連接器市場的新
趨勢，其所具備的各種特點使其於該終端市場不易過時。此外，由於產品升級，近年來
全球手機智能配件市場的規模一直按較小的兩位數增長率增長，且預期於未來幾年內
將繼續按相對較高的增長率增長。因此，我們預計該終端市場仍將是我們主要的營收貢
獻來源。

通訊基礎設施。對通訊基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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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該等增長主要由技術進步（如未來幾年的5G網
絡商用部署）帶來。由於流量增加，更多數據中心容量得以建立。數據中心對實體連接
器、路由器、電力、信號及網絡的需求量較大，從而需要大量的連接器供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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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伺服器升級及高
性能計算（即於短時間內使用並行處理來運行高級程序）之最新技術趨勢將可能於不久
的將來引領光收發器市場的持續繁榮。光收發器於通訊基礎設施終端市場的廣泛採納
乃得益於其低信號衰減、高速率及抗擾性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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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及消費性電子。電腦及消費性電子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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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性更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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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USB C型連接器不
僅廣泛應用於電腦，而且應用於包括電視機及顯示器在內的各種電子產品。然而，整體
而言，與其他主要終端市場相比，電腦及消費性電子終端市場預期將約略持平。

汽車、工業及醫療。我們預期，對應用於汽車終端市場的連接器的需求將受到（其中包
括）應用於自動駕駛的連接器、汽車需求的日益增加及車載信息娛樂的流行等因素推動。
例如，雖然短期內完全自動駕駛的車輛不太可能投入市場，但汽車製造商已在其產品配
備先進的駕駛輔助系統(ADAS)，該系統包含大量安裝連接器的硬件部件。

智慧家庭。隨著智慧家庭的快速發展，家用電器變得越來越互連，因此配備了更多互連
設備。隨著物聯網的發展，應用領域繼續擴展，物聯網所需的數據傳輸物理界面將會越
來越多。

智能配件。智能手機的普及推動對各種智能配件產品（如充電器、電池、耳機、螢幕保
護貼及移動電源等）的需求。智能配件市場的規模越來越大，產品種類也越來越多。新
穎的產品刺激消費需求。

業務前景

我們預期整體連接器行業（尤其是我們策略性側重的終端市場）將於二零一九年繼續增
長。我們計劃繼續策略性側重移動設備、通訊基礎設施及汽車、工業及醫療終端市場，
且預期我們在該等終端市場的發展將為我們二零一九年增長的主要推動因素。在生產
方面，我們繼續透過自動化及其他方式進一步提升我們的生產效率及靈活性。我們亦預
期，由於我們進一步優化生產過程及提高此等產品的質量，移動耳機及相關產品的生產
效率將進一步提升，此將有助於我們毛利率的增長。尤其是：

‧ 移動設備。我們預期耳機及相關產品以及我們主要品牌客戶將推出的新產品將有強
勁的需求。我們亦計劃進一步滲透Android手機客戶，且對移動終端市場保持謹慎樂
觀的態度。我們預計該終端市場仍將是我們主要的營收貢獻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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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訊基礎設施。我們預期相比二零一八年將有所增長，正如我們預期對若干類型的
光收發器、光纖通道及CXP的需求將會強勁。尤其是，由於較高速率的光學產品（如
應用我們在收購安華高光學模塊業務後一直努力開發的100G/400G技術的產品）預期
增長超過較低速率的光學產品，銷售組合的變化將帶動我們的營收及整體利潤率增
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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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增長。儘管如此，我們意識到該終端市場對各種連接器的穩定需求為連接器的需
求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因此致力於擴大我們面向消費者的業務。

‧ 汽車、工業及醫療。我們認為，來自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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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汽車行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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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部件方面加大投資。例如，於二零一八年二月七
日，我們與夏普訂立協議成立鴻騰 — 夏普，以探索車載攝像頭及電子後照鏡開發、
設計、製造、分銷及營銷的機會，且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三十日，鴻騰 — 夏普（透過
其全資附屬公司）訂立資產收購協議，從夏普的一家非全資附屬公司收購與車載攝
像頭及電子後照鏡技術業務有關若干資產，以進一步實現鴻騰 — 夏普的業務目標。
我們相信，此舉將有助於我們與夏普在行業專業知識及地理覆蓋面方面產生更大協
同效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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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電子市場
新機遇。

‧ 智慧家庭。我們會加大在家庭生活相關領域內的智慧產品開發，提供新穎的智慧產
品設計，為廣大消費者的家居生活帶來更多的舒適與便利，並且此種預期已從CES 
2019展會上得到了有力印證。在CES 2019展會上我們已推出Linksys MR8300三頻網狀
網路由器、WeMo智慧控制系列（包括WeMo 3路電燈開關、WeMo調光器、WeMo Mini
智慧插座和WeMo Insight智慧插座等新品）、PHYN智慧水流檢測裝置等產品。我們預
期在智慧家庭市場會取得佳績。

‧ 智能配件。結合Belkin品牌及本集團資源，我們憑藉全球渠道合作夥伴的網絡擴大產
品線及搶佔市場份額。

此外，就智慧家庭行業而言，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我們訂立合併協議，以合併
方式收購Belkin International, Inc.（全球知名消費電子產品品牌）。合併的結算於二零一八
年九月二十日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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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業績

營收

我們的營收主要來自銷售我們的互連解決方案及其他產品，而小部分營收來自銷售模具
部件及樣品及其他。二零一八年度，我們的營收為4,006百萬美元，較二零一七年的3,399
百萬美元增加17.9%。在六個主要終端市場中，(1)移動設備市場產生的營收增加9.3%，
(2)通訊基礎設施終端市場產生的營收增加8.5%，(3)電腦及消費性電子終端市場產生的
營收增加11.3%，(4)汽車、工業及醫療終端市場產生的營收增加38.2% (5)智慧家庭市場
產生的營收增加366.9%及(6)智能配件市場產生的營收增加38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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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營收的百分比：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美元 % 美元 %
（千美元，百分比除外）

移動設備 1,712,332 42.8 1,566,701 46.1
通訊基礎設施 938,582 23.4 865,172 25.5
電腦及消費性電子 933,801 23.3 838,931 24.7
汽車、工業及醫療 79,728 2.0 57,677 1.7
智慧家庭 36,781 0.9 7,878 0.2
智能配件 304,411 7.6 62,444 1.8

    

總計 4,005,635 100 3,398,803 100
    

移動設備。移動設備市場產生的營收增加9.3%，主要由於品牌公司客戶發佈的新智能手
機產品、與此類智能手機產品相關的耳機以及與耳機相關的產品（比如lightning插頭、線
纜及連接器）所採用的互連解決方案的銷量持續增加。

通訊基礎設施。通訊基礎設施終端市場產生的營收增加8.5%，主要由於我們向安華高收
購的光學模塊業務的成功整合，以及高端光學模塊及CPU插槽市場需求的增加，此外我
們持續努力拓展客戶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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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11.3%，主要由於USB 
C型及遊戲機的需求增長。

汽車、工業及醫療。汽車、工業及醫療終端市場產生的營收增加38.2%，主要由於我們
努力於汽車應用相關領域的研發，並持續開發潛在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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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家庭。智慧家庭終端市場產生的營收增加366.9%，主要由於我們自二零一八年九月
完成以合併方式收購Belkin International, Inc.。

智能配件。智能配件終端市場產生的營收增加387.5%，主要由於我們自二零一八年九月
完成以合併方式收購Belkin International, Inc.。

銷售成本、毛利及毛利率

我們的銷售成本由二零一七年度的2,854百萬美元增加15.5%至二零一八年度的3,298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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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
一八年度，該增加主要受我們整體業務規模擴大所推動。

由於以上所述，我們的毛利由二零一七年度的545百萬美元增加29.9%至二零一八年度
的708百萬美元，主要由於營收增加。我們的毛利率由二零一七年度的16.0%上升至二零
一八年度的17.7%，主要由於(1)我們新的耳機相關產品的質量持續改進，(2)我們生產設
施的利用率較高，及(3)人力資源配置的持續優化提升了我們的生產效率。

分銷成本及銷售開支

我們的分銷成本及銷售開支酬由二零一七年度的58百萬美元增加46.1%至二零一八年度
的85百萬美元，主要由於收購Belkin所致。

行政開支

我們的行政開支由二零一七年度的81百萬美元增加55.6%至二零一八年度的126百萬美
元，主要由於二零一八年度收購活動而增加的法律及專業開支，以及為挽留人才而增加
的僱員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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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研發開支由二零一七年的190百萬美元增加19.5%至二零一八
年的227百萬美元，主要由於400G光通訊產品及汽車應用產品的研發投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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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利潤及經營利潤率

綜合以上所述，由於我們的產品銷量的持續增長以及審慎的成本控制，我們的經營利潤
由二零一七年度的220百萬美元增加40.5%至二零一八年度的309百萬美元，主要由於我
們毛利的增加。我們的經營利潤率由二零一七年度的6.5%上升至二零一八年度的7.7%。

所得稅開支

我們產生的所得稅開支主要與我們在中國、台灣、美國、越南及墨西哥的業務有關。
我們的所得稅開支由二零一七年度的44百萬美元增加79.5%至二零一八年度的79百萬美
元，實際所得稅稅率由19.6%上升至25.3%。主要由於以前年度應繳納稅款低估所致。

年度利潤

由於經營利潤的增加，年度利潤由二零一七年度的180百萬美元增加29.4%至二零一八年
度的233百萬美元。我們的利潤率由二零一七年度的5.3%上升至二零一八年度的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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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們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1,065百萬美元，而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則為768百萬美元。此外，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們的短期銀
行存款為6百萬美元，而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49百萬美元。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們的銀行借貸總額為989百萬美元，所有銀行借貸
均為短期借貸，而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296百萬美元。我們產生的銀行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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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度
的銀行借貸增加乃主要由於購置生產設施以及收購活動所致。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們的流動比率（按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計算）為
1.21倍，而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1.89倍。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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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3倍，而截至二零一七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1.48倍。我們的流動比率及速動比率皆為下降主要由於二零一八
年度收購Belkin令短期借貸增加。

現金流量

二零一八年度，我們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為697百萬美元，投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淨
額為946百萬美元，及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為575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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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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借貸及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為資本
開支提供資金。我們已經並將繼續使用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為部分資本開支提供資
金。有關詳情，請見下文「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用途」。

二零一八年度，我們的資本開支為135百萬美元，而二零一七年度亦為125百萬美元。二
零一八年度的資本開支主要用於升級、維護及改造生產設施，包括改造光學產品的若干
生產設施、增加汽車應用領域研發投入以及升級中國若干工廠的環保系統。

重大投資、收購及出售事項

於二零一八年二月七日，本集團與夏普訂立協議，據此本集團及夏普分別同意向鴻騰 
— 夏普投資1,541百萬日圓（約14百萬美元）及1,481百萬日圓（約13百萬美元），該公司將
從事車載攝像頭及電子後視鏡開發、設計、製造、分銷及營銷。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
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二月七日之公告。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本公司、Belkin International、Belkin International之賣方股
東、Beluga Merger Sub, Inc.（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及Chester J. Pipkin先生（作為Belkin 
International若干權益持有人的代表）訂立合併協議，以使本公司以合併方式收購Belkin 
International生效，代價為850百萬美元。合併的結算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日落實。有
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二
日、二零一八年九月六日及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一日的公告。

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本公司與多家賣方（包括鴻海、鴻富錦精密工業（深圳）有
限公司及富泰華工業（深圳）有限公司）訂立業務及物業轉讓協議，據此本公司同意購買
且賣方同意出售若干存貨、設備及無形資產，總現金代價為500百萬新台幣（約16.7百萬
美元）。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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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三十日，騰夏汽車科技（無錫）有限公司（鴻騰 — 夏普之全資附屬公
司）與無錫夏普電子元器件有限公司（夏普之非全資附屬公司）訂立資產收購協議，據此
前者同意收購而後者同意出售後者的車載攝像頭及電子後視鏡技術業務之若干資產，
代價為400百萬日圓（約3.6百萬美元）。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七月
三十日的公告。

除以上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我們並無任何重大投
資、重要收購或重要出售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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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管理存貨過
剩風險。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平均存貨週轉日為65天，而二零一七
年為58天。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存貨週轉日較高，主要是由於由於
二零一八年下半年的產品需求較大導致生產活動增加。

我們的存貨從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528百萬美元增加至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的650百萬美元，主要由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以合併方式收購Belkin International, 
Inc.,而併入Belkin International, Inc.的存貨庫存所致。

存貨減值撥備從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22百萬美元增加至截至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的29百萬美元，此乃由於二零一八年存貨結餘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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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天至180天不等的信貸期。二零一八年度的平均貿
易應收款項週轉日由二零一七年度的97天降至88天，該減少主要與銷售客戶結構有關以
及我們持續努力加強貿易應收款項的收回力度。二零一八年度關連方的平均貿易應收
款項週轉日為111天，而二零一七年度為132天。

我們的貿易應收款項從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993百萬美元減至截至二零一八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935百萬美元，主要是由於我們努力加強了對逾期應收款項的跟催
和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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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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度的平均貿易
應付款項週轉日為73天，與二零一七年的74天相比保持穩定。

我們的貿易應付款項從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589百萬美元增加至截至二零
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722百萬美元，主要是由於二零一八年客戶需求增加，因此採
購增加所致。

主要資本承擔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們擁有資本承擔2百萬美元，主要涉及購買與我們
生產設施有關的物業、廠房及設備。

或然負債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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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由於我們並無債務淨額狀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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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權益總額計算）並不適用（截至二零
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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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用途

我們完成首次公開發售（包括發行超額配股股份），收取所得款項394百萬美元，該等所
得款項已經並將繼續按招股章程「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一節所述的相同方式動用。

所得款項用途載列如下：

項目

佔所得款項
總淨額的

概約百分比

於二零一七年
七月十三日
（上市日期）

可用
（千美元）

於二零一七年
七月十三日至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獲動用

（千美元）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獲動用
（千美元）

先進光學傳輸解決方案及其他互連解決
　方案及技術之研究及業務拓展，
　以用作大數據、雲計算與類似
　應用之高端數據中心

22% 86,680 86,680 0

提升高速光學收發器的生產設施及
　建立更多致力於先進光學模塊生產
　擴充的設施

3% 11,820 11,820 0

移動設備市場其他產品的研究及
　業務發展

15% 59,100  59,100 0

新聲學產品及技術的研發 5% 19,700  19,7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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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佔所得款項
總淨額的

概約百分比

於二零一七年
七月十三日
（上市日期）

可用
（千美元）

於二零一七年
七月十三日至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獲動用

（千美元）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獲動用
（千美元）

投資車用攝影模塊新互連技術及解決
　方案（高級駕駛員輔助系統的一個
　必要組成部分）及汽車電子

7.5% 29,550 29,550 0

投資電動汽車電池新互連技術及解決
　方案及電動汽車互連解決方案

7.5% 29,550 0 29,550

選擇性收購對本公司業務具有互補
　作用且與本公司發展策略一致的
　資產及業務

25% 98,500 98,5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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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佔所得款項
總淨額的

概約百分比

於二零一七年
七月十三日
（上市日期）

可用
（千美元）

於二零一七年
七月十三日至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獲動用

（千美元）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獲動用
（千美元）

搭建一個經強化的管理資訊技術平台，
　包括購買企業資源規劃系統及模組
　並加以實施

5% 19,700 4,017 15,683

營運資金及其他一般企業用途 不超過10% 39,400 4,901 34,499

未動用所得款項擬定用途的預期時限載列如下：

項目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獲動用
（千美元） 預期時限

投資電動汽車電池新互連技術及
　解決方案及電動汽車互連解決
　方案

29,550 餘額預期於二零二零年下半年前悉
數動用。

搭建一個經強化的管理資訊技術
　平台，包括購買企業資源規劃
　系統及模組並加以實施

15,683 餘額預期於二零二零年下半年前悉
數動用。

營運資金及其他一般企業用途 34,499 餘額預期於二零一九年下半年前悉
數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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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重慶市鴻騰科技有限公司、淮安市富利通貿易有限公
司及騰夏汽車科技（無錫）有限公司總額為21.2百萬人民幣及2.3百萬美元的若干銀行存款
已就海關擔保作為質押。

人力資源及僱員薪酬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們擁有約40,500名僱員，而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有47,700名僱員。二零一八年度，僱員福利開支總額（包括董事酬金）為604百萬
美元，而二零一七年度為567百萬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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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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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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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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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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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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們遠期外匯合約的名義本金額為
160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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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簡明綜合年度財務資
料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全年業績公告乃基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
財務報表（已與本公司外聘核數師就此達成一致）。

期後事項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五日，本公司與Mizuho Growth Fund Limited Partnership訂立一份股
份購買協議，據此，前者同意收購且後者同意出售佔Kantatsu Co., Ltd（夏普為其主要股
東）全部股權4.6%的若干股份，代價為300百萬日圓（約2.7百萬美元）。有關進一步詳情，
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五日的公告。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五日，New Wing Interconnect Technology (Bac Giang) Co., Ltd（本公
司的一間全資附屬公司）（「New Wing (Bac Giang)」）與Fugiang Co., Ltd（控股股東鴻海的
一間非全資附屬公司）（「Fugiang」）訂立A區土地租賃協議，內容乃關於收購位於越南北
江省越安縣Van Trung Industrial Park的一幅佔地面積約73,682平方米的工業用地（「A區」）
的土地使用權，代價為約4,973,555美元（不包括增值稅）。此外，Fugiang將就A區向New 
Wing (Bac Giang)提供物業管理服務，因此New Wing (Bac Giang)將向Fugiang支付約36,841
美元（不包括增值稅）的年度管理費。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
一月二十五日的公告。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New Wing (Bac Giang)與Fugiang訂立B至E區的土地租賃協
議，內容乃關於收購位於越南北江省越安縣Van Trung Industrial Park的一幅佔地面積約
181,028平方米的工業用地（「B區至E區」）的土地使用權，代價為約11,674,373美元（不包括
增值稅）。此外，Fugiang將就B區至E區向New Wing (Bac Giang)提供物業管理服務，因此
New Wing (Bac Giang)將向Fugiang支付約90,515美元（不包括增值稅）的年度管理費。有關
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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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

董事會致力於維持較高的企業管治標準。

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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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規定「董事長與首席執行官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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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認為董事長及首席執行官兩個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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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如此，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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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董事均已確認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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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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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擬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舉行應屆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股東
週年大會通告將於本公司網站刊載及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

為符合資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最遲須於二
零一九年六月十七日下午四時三十分之前送達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
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號舖，
以令股份轉讓生效。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九年六月十八日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首
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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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末期股息及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董事會建議就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向股東派付末期股息每股0.07港元
（「二零一八年末期股息」）。

二零一八年末期股息須待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取得股東批准後，方可作實。本公司將
適時進一步公佈獲取二零一八年末期股息的記錄日、本公司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的期
間、遞交股份過戶文件的截止時間、派付二零一八年末期股息的日期及其他相關資料。

刊發業績公告及年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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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報告將於上述網站刊載並
適時寄發予股東。

釋義

「審核委員會」 指 董事會審核委員會；

「安華高」 指 Avago Technologies Wireless (U.S.A.) Manufacturing Inc.,一
間根據美國特拉華州法律設立及註冊成立的公司，為
Broadcom Inc.（其於美國納斯達克股票市場上市（股票代
碼：AVGO））之附屬公司；

「Belkin International」 指 Belkin International, Inc.,一間根據美國特拉華州法律設立
及註冊成立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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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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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指 鴻騰六零八八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間於二零一三
年四月八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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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鴻騰 — 夏普」 指 FIT Electronics Device Pte. Ltd.,一間在新加坡成立之有限
公司，並由本集團擁有51%股權及由夏普擁有49%股權；

「本集團」或「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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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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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首次公開發售」 指 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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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元」 指 日元，日本的法定貨幣；

「上市日期」 指 股份在聯交所首次開始買賣的日期，即二零一七年七月
十三日；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經不時修訂及補充）；

「墨西哥」 指 墨西哥合眾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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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股章程」 指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九日的招股章程；

「薪酬委員會」 指 董事會薪酬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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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述、補充及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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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的法定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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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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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股東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批准及採納且於二
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之購股權計劃；

「夏普」 指 シャープ株式会社(Sharp Corporation)，一間於日本註冊
之有限公司，其股份於東京證券交易所主板上市（股份
代號：6753.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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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比」 指 同比（與去年同期比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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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盧松青先生、盧伯卿先生及William Ralph GILLESPIE先生；非執行董
事陳杰良博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Peter D CURW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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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於香港開展業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