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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nStar Board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瀚宇博德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67）

2007年中期業績公佈

瀚宇博德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會欣然宣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之綜合中期業績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未審計） （未審計）

營業額 195,506 116,910

銷售成本 (161,120) (93,105)

毛利 34,386 23,805

其他收入 11,217 3,541

分銷開支 (6,415) (4,246)

行政開支 (7,434) (4,430)

融資成本 (5,807) (3,978)

除稅前溢利 25,947 14,692

所得稅支出 4 (1,830) (1,453)

期間溢利 5 24,117 13,239

股息 6 － －

每股盈利（美元）
－基本 7 0.018 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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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未審計) (已審計 )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63,219 223,979

預付租賃款項 5,233 5,165

268,452 229,144

流動資產
存貨 45,233 35,147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8 149,365 150,432

預付租賃款項 110 107

應收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532 －
衍生資產 2,088 498

已抵押銀行存款 49,764 46,615

銀行結餘及現金 27,724 22,926

274,816 255,725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9 147,362 135,123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 783

中間控股公司借款 27,051 －
稅務負債 1,391 1,086

銀行借款 96,750 60,950

272,554 197,942

流動資產淨值 2,262 57,78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70,714 286,927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款 81,000 117,000

189,714 169,92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6,925 16,925

儲備 172,789 153,002

189,714 169,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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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財務報表之編製基準

此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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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之適用
披露規則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布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表》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若干金融工具按公平值計量外，如適用，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此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運用之會計政策與集團於2006年12月31日之終期財務報表之編製基準保持一致。

在中期報告期間，本集團從2007年1月1日起首次採用了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一系列新準則、修訂、和詮釋
（「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使用對集團的當期或前期會計期間之財務業績或狀況未產
生重大影響。據此，亦無需對前期作出調整。

尚未生效的會計準則

本集團尚未提早採用一些已頒布而尚未生效的準則和詮釋，公司的董事預期這些準則和詮釋的使用不會對集
團的財務結果及狀況構成重大的影響。

3. 分部資料

業務及地理分部

由於本集團90%以上之營業額來自銷售印刷電路板，因此並無呈列業務分部資料。此外，鑑於本集團90%以
上之營業額來自於中國銷售印刷電路板以及本集團90%以上之資產位於中國，因此並無呈列地區分部資料

4. 所得稅支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審計 未審計

稅項支出指︰

中國外國企業所得稅（「外國企業所得稅」）
－本期 1,512 1,265

－前期不足撥備 74 188

台灣所得稅 244 －

1,830 1,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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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集團於兩年度均無在香港產生或獲得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根據中國有關法例及規例，瀚宇博德科技（江陰）有限公司（「瀚宇江陰」）由首個獲利年度起計兩年內豁免繳
納外國企業所得稅，並於其後三年獲減免50%外國企業所得稅。

根據經國務院批准之投資目錄，外國投資企業新建之投資項目可予獨立評估，且亦有權豁免繳稅。因此，於
獲得有關稅務局批准後，可對瀚宇江陰之各間工廠（「一廠」、「二廠」及「三廠」）進行獨立評估。一廠、二廠
及三廠已在稅務方面獲有關稅務局批准作為獨立投資項目處理。

一廠之首個獲利年度為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因此，一廠在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兩個年度獲豁免繳納外國企業所得稅，並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獲寬減50%外國企業所得稅。按該50%寬減率計算，一廠適用之所得稅稅率為7.5%。二廠之首個獲利
年度為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因此，二廠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獲
豁免繳納外國企業所得稅，並於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獲寬減50%外國企業所得稅。
三廠之首個獲利年度為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因此，三廠於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七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獲豁免繳納外國企業所得稅。

公司在中國境外所涉及的稅項以該境外的適用稅率計算。

5. 本期溢利

本期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審計 未審計

已確認為費用的存貨成本 161,120 93,105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6,032 12,389

僱員福利費 11,028 7,010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處置損失 17 44

並已計入下列各項：

外匯遠期合同公允價值變化帶來的收益 1,560 1,003

利息收入 1,945 218

6.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中期股息。

於期內，公司派付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4.5港仙，合共59,231,000港元（相等於
7,582,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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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半年度每股基本盈利之計算乃基於期內溢利及加權平均股份數目，所用之股東
盈利大約24,117,000美元（2006年13,239,000美元），加權平均股份數目1,316,250,000（並假設於二零零六年六月
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及可發行之975,000,000股份）。

由於本公司於兩個期間均無潛在攤薄股份，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8.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本集團通常給予貿易客戶平均90至120日之信貸期。

以下為於結算日本集團貿易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審計 已審計

貿易應收賬款：

0至30日 38,224 35,265

31至60日 33,405 39,260

61至90日 29,133 34,702

91至120日 26,331 27,022

超過120日 16,539 9,728

總貿易應收賬款 143,632 145,977

9.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以下為於結算日本集團貿易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審計 已審計

貿易應付賬款：

0至30日 49,658 40,242

31至60日 26,942 30,049

61至90日 19,466 19,677

91至180日 18,574 16,952

超過180日 828 996

總貿易應付賬款 115,468 107,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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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瀚宇博德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是全球最大的筆記本電腦印刷線路板供應商，主要業務是生產及研
發高科技的多層印刷線路板。

在2007財政年上半年，集團獲得了可喜的經營業績。營業收入從2006年上半年的11,690萬美元增
長到今年上半年的19,550萬美元，增長了大約7,860萬美元，增長了67%，總體的毛利率達到了
17.6%。由於銅價的上漲，導致銷貨成本增加，所以相比2006年20.4%的毛利率，今年的毛利率
有下降。有鑑於此，集團加強了成本管理和提高產能利用率以降低主要原材料成本上漲的不利
影響。2007年上半年集團的利用率比去年同期上漲了11%，達到94%。同時，銷售量也增長了640

萬平方英呎，增長了63%。（於2007年6月30日：1,650萬平方英呎；2006年6月30日：1,010萬平方
英呎）。

集團正在繼續擴建四廠，其建成後將擁有月產10萬平方英呎的高密度聯結板和60萬平方英呎印
刷線路板產能以滿足我們客戶的不斷需求。四廠高密度聯結板部門七月開始投產，而印刷線路
板部門有望在九月開始投入生產。隨著其他各廠的不斷擴產，到今年年底，集團的總產能將增
長到每月405萬平方英呎印刷線路板和10萬平方英呎高密度聯結板。

財務回顧

2007年上半年的利潤為2,410萬美元，相比2006年1,320萬美元，增長率為83%。每股盈利為0.018

美元，相比2006年上半年的每股0.014美元，增長了0.004美元。

流動資產和財務資源

截至2007年6月30日，集團總資產為54,330萬美元，相比於2006年12月31日的48,490萬美元，增長
了5,840萬美元。

截至2007年6月30日，集團負債資產比率（即銀行借款除以資產總值）約為32.7%（2006年12月31日：
36.7%），截至2007年6月30日，集團的銀行借款以美元計值總計約為17,780萬美元，其中9,680萬
美元為一年內到期而8,100萬美元為2至5年內到期。集團通常以內部產生的現金流和中國地區銀
行提供的短期借款來補充流動資金，本集團借款均採用浮動利率計息，依當時市場利率行情而
訂，年息介乎於5.41%至5.79%之間。

本集團在期內保持着良好的財務狀況。

財政政策

本集團大部分的貿易、資產及負債都是以美元和人民幣計價。在本會計期內，集團採用相對謹
慎的財務政策，密切監控自身的現金流。

管理層相信集團的營運資本不受匯率變動的重大風險。集團的收入大多數以美元計價，配合當
前的營運支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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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

截止2007年6月30日，本集團由於擴建新廠及產能擴充而產生的資本承擔約為2,520萬美元。

僱員及薪酬政策

截至2007年6月30日，本集團在中國和台灣聘用全職員工6,000餘名。在此期間，集團總人事成本
（包括董事的薪酬）約為1,100萬美元。集團根據每一位員工資歷，績效和經驗來決定其薪酬。為
了保留有經驗的員工，集團還提供了其他員工福利例如醫療保險及培訓等。

期間，本公司根據在2006年9月21日批准的購股權計劃並無授出或同意授出購股權於任何人。

已抵押銀行存款、銀行結餘及現金

以美元計值之銀行結餘及現金約2,770萬美元。

銀行結餘及已抵押銀行存款按介乎0.72%至1.8%之市場利率計息。

已抵押銀行存款指本集團就獲授貸款融資而抵押予銀行之存款。由於所有存款均已抵押以獲取
短期銀行貸款，因此一概被歸類為流動資產。以美元計值之已抵押銀行存款金額約4,980萬美元。

未來展望

董事相信對印刷線路板產品的需求將持續增長，集團的定位很好地捕捉了這些契機。為了達到
股東的期望，集團的策略是通過協助客戶設計產品，提供資源和高質量的產品和服務，提升集
團產品質量和成本效率，來加強和客戶的商業關係。

此外，管理層在通過和其他國際品牌廠商接觸，積極尋求機會擴張現有產品範圍，同時，集團
也增加研究資源和產品研發能力，以望向現有和潛在客戶提供更多有附加值的產品。集團希望
招募更多有設計及產品研發經驗的員工，旨提高技術基礎，研發新產品，為客戶提供更佳附加
值的產品。

展望未來，本集團定位於知名及最佳的印刷線路板供應商生產更高質量的產品來滿足客戶不斷
增長的需求。由於2007年上半年印刷線路板市場保持穩定的增長，我們期望維持集團持續發展，
在未來的財政年度給廣大的股東帶來豐厚的回報。

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概無於期內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董事遵守證券交易標準守則

截至2007年6月30的六個月，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的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
守則（「標準守則」），並已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彼等均已確認其遵守標準守則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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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會認為，截至2007年6月30日的六個月，除了偏離第A.4.2條守則條文的規定外，本公司一直
遵守聯交所上市規則附錄14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

在過去半年中，為了確保本公司章程細則全面符合企業管治守則第A.4.2條守則條文，公司於2007

年4月25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修訂本公司之章程細則，規定任何填補臨時空缺的新任董事均
須於被委任後首次股東大會上重選。

非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與瀚宇博德股份有限公司（「瀚宇台灣」）的分包協議（主分包協議）

日期： 2006年9月22日

契約方： (i) 公司
(ii) 瀚宇台灣,成立於1989年3月22日的股份有限公司，為公司

的最終控股股東

期間： 2006年10月6日至2007年3月31日

目的： 根據協議本公司同意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前在本集團
本身產能不足時委任瀚宇台灣為分包商，生產及加工由瀚宇
台灣轉介需貨運於台灣以外客戶的印刷電路板訂單。

聯交所關於2007年1月1日
至2007年3月31日期間
作出豁免的交易金額： 1,590萬美元

2007年1月1日至2007年3月
31日期間實際交易金額： 1,477萬美元

根據聯交所獲免涉及到主分包合同的相關條件，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已審核上述的持續關聯交
易，並作出確認，瀚宇台灣向集團所提供的價格和期間同比於提供集團同期同產品的其他公司
並無優惠。

主分包協議下的交易屬於本集團之非豁免持續關連交易，因此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45至14A.48

條有關申報、公佈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聯交所已授出豁免，從2006年10月6日至2007年3月31

日容許本公司毋須就該等交易嚴格遵守有關公佈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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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審閱

此中期業績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全部五位獨立非執行董事，主席
為趙元山先生、其他成員為陳淳如女士、葉育恩先生、張碧蘭女士及嚴金章先生。

承董事會命
瀚宇博德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焦佑衡

2007年8月20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為執行董事葉新錦先生及勞立華先生，非執行董事焦佑衡先生及何
藹棠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趙元山先生、陳淳如女士、葉育恩先生、張碧蘭女士及嚴金章先生。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