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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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98）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公佈

摘要

.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營業額約達 2,348,300,000港元，
較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增長約30.4%。

.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淨額約

達200,900,000港元，較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增加約96.8%。

.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每股基本盈利為 4.5港仙，較截至二零

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增加約78.6%。

. 董事建議宣派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 1港仙及特

別股息每股0.2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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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達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

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

同去年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6 2,348,264 1,800,254

銷售成本 (1,940,690) (1,497,875)

毛利 407,574 302,379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6 36,475 25,003
銷售及分銷成本 (53,115) (49,045)
行政開支 (122,827) (108,080)
其他開支淨額 (5,974) (18,623)
財務費用 7 (20,254) (16,685)
分佔聯營公司之溢利及虧損 2,607 3,110

除稅前溢利 8 244,486 138,059

所得稅開支 9 (34,241) (24,228)

本年度溢利 210,245 113,831

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200,931 102,085
非控股股東權益 9,314 11,746

210,245 113,83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11
— 基本 4.50港仙 2.52港仙

— 攤薄 4.43港仙 2.51港仙

股息詳情於財務報表附註10內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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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溢利 210,245 113,831

其他全面收益

物業重估收益 6,529 2,119
所得稅之影響 (1,077) (350)
換算海外經營業務之匯兌差額
— 附屬公司 20,817 —

— 聯營公司 450 (105)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稅後淨額 26,719 1,664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236,964 115,495

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226,493 103,749
非控股股東權益 10,471 11,746

236,964 115,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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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57,035 822,303
租賃土地之預付款項 30,968 30,995
投資物業 46,977 50,230
商譽 22,751 22,751
可供出售之投資 8,061 —

預付款項 56,354 56,401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34,408 35,543
長期按金 17,482 11,412
遞延稅項資產 3,703 3,833

非流動資產總額 1,177,739 1,033,468

流動資產

存貨 472,249 369,242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12 1,019,725 630,636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112,745 75,498
可收回稅項 6,057 4,574
有抵押存款 39,109 20,242
受限制銀行結餘 5,199 —

現金及現金等值 183,698 225,808

流動資產總額 1,838,782 1,326,000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13 655,883 411,305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賬款 92,079 81,105
應付附屬公司非控股股東款項 189 665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1,862 9,993
應付稅項 124,436 112,245
附息銀行借款 282,392 248,226

流動負債總額 1,156,841 863,539

流動資產淨值 681,941 462,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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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859,680 1,495,929

非流動負債

附息銀行借款 169,750 99,094
附屬公司非控股股東貸款 7,331 —

遞延稅項負債 20,066 16,025

非流動負債總額 197,147 115,119

資產淨值 1,662,533 1,380,810

股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4 46,049 43,058
儲備 1,569,947 1,290,465

1,615,996 1,333,523

非控股股東權益 46,537 47,287

股權總數 1,662,533 1,38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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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1. 公司資料

通達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乃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本公司之登記辦事處位於

Century Yard,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 .O . Box 2681GT ,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Cayman Islands。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包括投資控股。本公司旗下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製造及銷售電器產品配件、電阻及

其他電子產品以及五金產品。年內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性質並無任何重大變動。

2. 編製基準

本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要求，

並採用歷史成本常規法編製，惟香港租賃樓宇及投資物業會按公允價值計量。該等財務報表以港元（「港

元」）呈列，除另有說明外，所有價值均四捨五入至最近的千位數。

綜合賬目之基準

由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起之綜合賬目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

報表。附屬公司與本公司之財務報表的報告期間相同，並採用一致會計政策編製。附屬公司業績自收購

日期（即本集團取得控制權之日）起綜合列入賬目，並持續綜合列賬直至該控制權終止當日為止。所有集

團內公司間之結餘、交易、集團內公司間交易所引致之未變現盈虧及股息均在綜合列賬時悉數對銷。

附屬公司之虧損乃歸屬於非控股權益，即使此舉引致結餘為負數。

一間附屬公司之所有權權益發生變動（控制權並未失去），則按權益交易入賬。

倘本集團失去對一間附屬公司之控制權，則其撤銷確認 (i)該附屬公司之資產（包括商譽）及負債、 (ii)任

何非控股權益之賬面值及 (iii)於權益內記錄之累計交易差額；及確認 (i)所收代價之公允價值、 (ii)所保留

任何投資之公允價值及 (iii)損益賬中任何因此產生之盈餘或虧損。先前於其他全面收益表內確認之本集

團應佔部份重新分類為損益或保留溢利（視情況而定）。

– 6 –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前之綜合賬目基準

若干上述規定已按無追溯基準應用。然而，以下差異於若干情況下乃從先前之綜合賬目基準結轉：

. 本集團所產生之虧損歸屬非控股權益，直至結餘被削減至零。任何進一步超出虧損歸屬母公司，惟

非控股權益擁有彌補該等虧損之約束責任則除外。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前之虧損並無於非控股權

益與母公司股東之間重新分配。

. 於失去控制權時，本集團按其於失去控制權當日應佔資產淨值比例將保留投資入賬處理。有關投資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之賬面值並無經重列。

3.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

本集團已就本年度之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下列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經修訂）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首次採納者之額外豁免」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以股份為基礎之支付

－集團以現金結算以股份支付之交易」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

－合資格對沖項目」之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7號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之修訂本

（包含於二零零八年十月頒佈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持作出售之非流動資產及已終止業務

－計劃出售於附屬公司之控股權益」之修訂

二零零九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二零零九年五月頒佈之一系列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詮釋第4號（修訂本） 香港詮釋第4號「租賃－釐定香港土地租賃之租賃年期」之修訂

香港詮釋第5號 財務報表之列報－借款人對包含可隨時要求償還條款之定期貸

款之分類

除如下文所進一步闡釋（有關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香港會

計準則第 7號（修訂本）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包含於二零零九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內）及香港詮

釋第4號（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經修訂））外，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該等財務報

表產生重大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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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主要影響如下：

(a)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業務合併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經修訂）對業務合併的會計處理引入若干變動，該等變動影響非控股權益

的初步計量、交易成本的會計處理、或然代價及分階段達成的業務合併的初步確認及隨後計量。該

等變動將影響已確認商譽之金額、收購發生期間之報告業績及未來報告業績。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規定控制權並未失去之附屬公司之擁有權權益變動被列為股權交易。

因此，該等變化對商譽並無影響，亦不會產生盈虧。除此以外，該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亦修

改了附屬公司產生之虧損及對附屬公司失去控制權之會計處理方法。其他相應修訂涉及之準則包括

香港會計準則第 7號現金流量表、香港會計準則第 12號所得稅項、香港會計準則第 21號外匯匯率變

動之影響、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於聯營公司之投資以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於合資公司之權益。

該等經修訂準則引入的變動須按未來適用法處理，並將影響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後之未來收購、

失去控制權及與非控股權益的交易的會計處理。

(b) 於二零零九年五月頒佈之二零零九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制定對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

訂。各項準則均各自設有過渡條文。採納部份修訂可能會導致會計政策變動，惟此等修訂對本集團

並無任何重大財務影響。最適用於本集團之主要修訂之詳情如下：

. 香港會計準則第 7號現金流量表：規定只有財務狀況表內已確認資產所產生的支出，方可分類

為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 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刪去有關土地租賃分類的特定指引。因此，土地租賃應按香港會計

準則第17號的一般指引分類為經營租賃或融資租賃。

香港詮釋第 4號租賃－釐定香港土地租賃之租賃年期之修訂乃根據包含於二零零九年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之改進中的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租賃之修訂而修改。按照此項修訂，香港詮釋第 4號之範圍已

擴大至覆蓋所有土地租賃，其中包括被分類為融資租賃之土地租賃。因此，該詮釋適用於按照香港

會計準則第16號、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以及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列賬之所有物業租賃。

本集團於採納有關修訂時已對其先前分類為經營租賃之中國內地租賃進行重估。本集團之中國內地

租賃依然分類為經營租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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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並無於該等財務報表內應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首次

採納者就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披露比較資料之有限豁免」

之修訂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嚴重通

脹以及取消首次採納者的固定日期」之修訂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財務工具：披露－金融資產之轉讓」

之修訂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6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所得稅－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之修

訂 5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有關連人士披露 3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金融工具：呈列－供股之分類」之修訂 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4號（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4號「最低資金規定之

預付款項」之修訂 3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9號

發行權益工具以消滅金融負債 2

除上述者外，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當中載列若干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之修訂，主要目的為刪除不一致條文及澄清措辭。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

之修訂均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而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號、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第 7號、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及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3號之修訂均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儘管各準則有獨立過渡條文。

1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6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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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經營分類資料

下表列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按經營分類劃分之收入、溢利及若

干資產及負債資料。

本集團

電器配件 五金部件 通訊設備及其他 撇銷 綜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間客戶 1,874,656 1,305,676 330,169 338,124 143,439 156,454 — — 2,348,264 1,800,254
部門間銷售 24,594 8,089 20,256 2,563 18,326 33 (63,176) (10,685) — —

總收入 1,899,250 1,313,765 350,425 340,687 161,765 156,487 (63,176) (10,685) 2,348,264 1,800,254

折舊及攤銷前之分類業績 334,818 211,037 39,744 36,894 (8,699) 1,306 — — 365,863 249,237
折舊 (82,415) (65,266) (11,487) (10,622) (2,594) (3,794) — — (96,496) (79,682)
攤銷 (672) (599) (1,361) (1,286) (76) (74) — — (2,109) (1,959)

分類業績 251,731 145,172 26,896 24,986 (11,369) (2,562) — — 267,258 167,596

未分配收入 36,475 25,003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41,600) (40,965)
財務費用 (20,254) (16,685)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 2,607 3,110

除稅前溢利 244,486 138,059
所得稅開支 (34,241) (24,228)

本年度溢利 210,245 113,831

其他分類資料：

於收益表確認之

減值虧損 * (4,585) (8,602) (2,841) (529) (677) (1,804) — — (8,103) (10,935)
於收益表撥回之

減值虧損 * * 2,556 25 — — 52 2,090 — — 2,608 2,115

* 包括應收貿易賬款減值、應收貿易賬款撇銷及將存資撇減至可變現淨值。

** 包括應收貿易賬款減值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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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經營分類資料（續）

本集團

電器配件 五金部件 通訊設備及其他 撇銷 綜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資產 2,593,128 2,066,744 364,415 406,043 594,644 853,324 (838,652) (1,279,394) 2,713,535 2,046,717

未分配資產 302,986 312,751

總資產 3,016,521 2,359,468

分類負債 1,634,427 1,564,918 173,344 245,259 208,346 364,573 (1,258,773) (1,671,682) 757,344 503,068

未分配負債 596,644 475,590

總負債 1,353,988 978,658

地理資料

本集團

(a) 來自客戶之收入

中國 東南亞國家 中東 其他 綜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間客戶 2,040,413 1,420,887 62,027 133,454 96,733 115,868 149,091 130,045 2,348,264 1,800,254

(b) 非流動資產 1,075,729 939,650 — — — — 33,087 31,691 1,108,816 971,341

上文之收入資料乃根據客戶所在地分類。

上文之非流動資產資料乃根據資產所在地得出，不包括於聯營公司之投資、可供出售投資、商譽及遞延

稅項資產。

有關一名主要客戶之資料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 200,270,000港元收入來自電器配件分部及五金部件分部向

一名單一客戶（包括一組由該客戶共同控制的實體）所作的銷售，佔本集團收入 11.1%。截至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客戶佔本集團收入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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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收入，即本集團之營業額，指扣除退貨及交易折扣款後售出貨品之發票淨值。集團內公司間所有主要交

易已在綜合賬目時對銷。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生產及銷售：

電器配件 1,874,656 1,305,676

五金部件 330,169 338,124

通訊設備及其他 143,439 156,454

2,348,264 1,800,254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銀行利息收入 1,155 2,122

並無支出之總租金收入 3,746 733

廢料銷售 5,530 6,626

出售一項投資物業之收益 453 —

投資物業公允價值變動 — 500

議價收購之收益 — 403

匯兌差額淨額 9,124 3,085

模具及工具銷售收入 11,652 4,216

其他 4,815 7,318

36,475 25,003

7. 財務費用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及透支之利息開支 20,254 16,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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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售存貨之成本 1,940,690 1,497,875

折舊 96,496 79,682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之攤銷 748 673

預付款項之攤銷 1,361 1,286

研究及開發成本** 48,771 36,850

根據租賃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須支付之最低租金 12,287 11,316

僱員福利開支（不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及工資 345,377 238,092

以股權結算之購股權開支 928 —

退休計劃供款 5,449 4,626

減：計入研究及開發成本之款項 (9,511) (2,245)

342,243 240,473

一間聯營公司商譽減值* 1,061 —

一間附屬公司商譽減值* — 9,058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 1,212 5,808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撥回* (2,608) (2,115)

應收貿易賬款撇銷* 5,439 3,252

撇減存貨至可變現淨值* 1,452 1,875

外匯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允價值虧損淨額 — 662

部分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 (2,22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而產生之虧損╱（收益）* (303) 44

* 一間聯營公司商譽減值、一間附屬公司商譽減值、應收貿易賬款減值╱（減值撥回）、應收貿易賬款

撇銷、撇減存貨至可變現淨值、部分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及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而產生

之虧損╱（收益）乃計入綜合收益表之「其他開支淨額」項下。

** 計入研究及發展成本乃為數達 16,281,000港元（二零零九年： 14,351,000港元）之廠房及設備項目，於

綜合財務狀況表內物業、廠房及設備項下撥作資本，並按彼等之估計可使用年期計算折舊。

已售存貨之成本包括有關員工成本、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賃租金、預付款項之攤銷及生產設備之折舊合

共 399,868,000港元（二零零九年： 283,020,000港元），就每項此等類別開支已分別計入上文披露之總額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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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於年內在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 16.5%（二零零九年： 16.5%）計算。本集

團在其他地方經營業務所產生之應課稅溢利所須繳納之稅項，乃按各國╱司法權區之現行法例、詮釋及

慣例，根據當地當時適用之稅率計算。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

現時－香港

年度稅項支出 43 44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 (60)

43 (16)

現時－其他地區

年度稅項支出 40,159 28,727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8,845) (7,733)

31,314 20,994

遞延 2,884 3,250

年度稅項支出總額 34,241 24,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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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息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已派付股息：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務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0.5港仙（二零零九年：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務年度

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2港仙） 22,329 7,980

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6港仙（二零零九年：0.35港仙） 26,795 15,070

49,124 23,050

建議派發股息：

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港仙（二零零九年：0.5港仙） 46,723 22,329

特別股息—每股普通股0.2港仙（二零零九年：無） 9,345 —

本年度建議派發每股普通股 1港仙之末期股息（二零零九年： 0.5港仙）及每股普通股 0.2港仙之特別股息

（二零零九年：無）須待本公司股東於即將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後方可作實。

11. 每股盈利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 200,931 102,085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469,943 4,058,260

潛在普通股的攤薄影響：

購股權 42,664 9,771

認股權證 21,677 —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534,284 4,068,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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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根據發票日期計算，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三個月內 906,218 544,142

四至六個月內（包括首尾兩個月） 100,410 70,177

七至九個月內（包括首尾兩個月） 10,446 6,876

十至十二個月內（包括首尾兩個月） 1,433 6,358

超過一年 23,392 26,418

1,041,899 653,971

減值撥備 (22,174) (23,335)

1,019,725 630,636

本集團之一般政策為容許三至六個月之信貸期。此外，若干已建立長期業務關係及過往還款記錄良好之

客戶可享有更長之信貸期，以維持良好業務關係。本集團希望對拖欠應收賬款維持嚴格監控。管理層定

期檢討逾期款項。基於前述理由及本集團應收貿易賬款涉及眾多不同顧客，故此並無高度集中之信貸風

險。應收貿易賬款為不附息。

13.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應付貿易賬款為不附息且一般在 60至90日內繳清。根據發票日期計算，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

集團之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三個月內 516,664 339,369

四至六個月內（包括首尾兩個月） 114,499 56,646

七至九個月內（包括首尾兩個月） 15,211 6,517

十至十二個月內（包括首尾兩個月） 2,949 2,670

超過一年 6,560 6,103

655,883 41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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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股本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股本：

20,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200,000 2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4,604,900,000股（二零零九年：4,305,800,000股）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46,049 43,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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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

衷心感謝各位對本集團的支持，本人謹代表通達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集團」）董事會欣然

宣佈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年內」）業績。經過一連串的策略性部

署及努力，本集團之業務已多元化地擴展至高增值、創新及精密技術領域，在年內成功進

軍LED電視導光板市場並於二零一零年底正式進行大批量生產。與此同時，更成功開拓了

增長潛力龐大的智慧型手機觸控屏幕玻璃業務，藉此鞏固現有客戶群及加深合作關係。此

外，本集團的原有核心業務亦取得重大發展，位於常熟的手提電腦外殼生產線已落成投

產，大大提升本集團的競爭優勢。我們在年內所作的業務突破，為通達集團未來的高速發

展建下了堅實基礎。

二零一零年，本集團的經營業績再創高峰，總營業額上升 30.4%至 2,348,264,000港元（二零

零九年 ： 1 , 800 , 254 , 000港元 ）， 毛利亦上升 34 . 8 %至 407 , 574 , 000港 元（二零零九年 ：
302,379,000港元），毛利率則提升至17.4%（二零零九年：16.8%）。由於本集團集中發展高利

潤產品，因此收入持續增加，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錄得 200,931,000港元（二零零九年：
102,085,000港元），按年上升達 96.8%。年內，本集團控制生產成本及提升效率的措施亦取

得顯著成果，純利率大幅上升2.9個百分點至8.6%。

本集團一直致力為股東帶來理想回報及維持穩定的派息政策，年內，董事會建議派發末期

股息每股 1.0港仙（二零零九年： 0.5港仙）及特別股息每股 0.2港仙（二零零九年：無）。連同

已派付的中期股息每股0.6港仙，全年股息合共為1.8港仙（二零零九年：0.85港仙），較去年

大幅上升111.8%。

作為創新型高科技企業，本集團洞悉LED電視巿場的發展潛力，認為其環保及纖薄的特質

將成為電視行業的主流產品，因此，我們早於兩年前與日本著名公司日本株式會社松下商

會合作研發及生產用於LED電視的導光板，並於二零一零年底正式投產。現時，本集團已

接獲日本電視品牌的訂單，該業務分部的收入貢獻將於二零一一年度的業績上反映。根據

Display Search，LED電視的銷售量將從二零一零年的 3,650萬台上升至二零一五年的 1.85億
台，增長潛力驚人。憑藉領先的技術以及準確的市場定位，通達集團已成為中國製造新一

代導光板的先行者之一，預期該業務將成為本集團的未來之主要增長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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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蓬勃的手機市場亦將會是本集團的主要增長點。拓墣產業研究所預估，二零一一年全

球手機銷量約 14.5億部，智慧型手機佔 4億部，而二零一五年全球手機銷量更將達 17.6億
部，可見手機市場潛力相當優厚。作為手機配件及外殼設計專家，本集團已開始拓展手機

觸控屏幕玻璃業務，以拓闊市場商機。由於手機觸控屏幕玻璃產品的技術含量甚高，因而

毛利亦相對較高。集團期望透過開發高科技及高增值產品，進一步提升本集團作為表面裝

飾專家的領導地位，同時提升集團的利潤率。

作為本集團的核心競爭優勢之一，我們的 IML技術已發展得非常成熟，令集團進一步獲得

市場的認同及客戶的肯定。年內，來自手提電腦產品的訂單及收入繼續攀升。我們精巧的

IML工藝製造出時尚及創新的設計，繼續備受手機、手提電腦及電器用品領域的國際知名

品牌所採用和信賴，令本集團成為其中一間世界最大電子消費品塑料機殼之一站式解決方

案供應商，並於年內贏得國際知名品牌的新訂單。

通達集團不斷提升自身優勢及開拓國際市場，因而成功在國際市場站穩消費電子產品外殼

一站式服務供應商的領導地位。隨著本集團的各個業務分部均成功建立下龐大且實力雄厚

的國際知名電子消費者品客戶群，我們在未來會致力深化與知名品牌客戶的長遠業務關

係，並持續擴大國際客戶網絡，務求進一步增加本集團於電子消費者品領域的市場佔有

率。同時，我們會繼續向高科技及創新設計發展，專注生產高增值產品，以鞏固通達集團

作為創新型高科技企業的形象及地位，並且創造更可觀的利潤。

展望未來，有見歐美市場持續復甦，加上中國作為全球電子產品的生產基地，管理層對消

費類電子產品的發展前景充滿信心。憑藉本集團發展成熟的 IML工藝、於中國LED電視導

光板製造行業的先行者地位、潛力優厚的智慧型手機業務，加上強大研發隊伍及穩健充裕

的財務實力，通達集團定能強化現有的多元化高增值業務，充分掌握市場上湧現的每個機

遇，於未來五年踏上高增長的階梯，為股東帶來長遠的回報及締造可觀的價值。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局感謝所有客戶及股東一直以來的支持和信任，同時感謝本集團全體員工

的努力和貢獻。我們將繼續與股東們、員工們並肩攜手，共享發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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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I . 財務狀況

由於手機、手提電腦及電器用品外殼產品業務錄得強勁增長，加上過往不斷優化產品

組合，本集團於年內的營業額延續上半年的增長勢頭，上升 30.4%至 2,348,264,000港元

（二零零九年： 1,800,254,000港元）。雖然內地工資水平及原材料成本上升，本集團透過

有效的成本控制措施及集中發展高增值產品，使毛利增加 34.8%至 407,574,000港元（二
零零九年：302,379,000港元），毛利率能維持在17.4% (二零零九年：16.8% )。本公司擁

有人應佔溢利由二零零九年的 102,085,000港元大幅增加 96.8%至 200,931,000港元。整體

淨利率提升至8.6%（二零零九年：5.7%）。

此外，本集團於開發高增值產品方面亦進展良好。有見智能手機市場龐大，本集團於

年內已開始發展手機觸控屏幕玻璃產品，該產品的生產線亦已落成並大量投產。

本集團堅守審慎的財務策略。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有抵押存款、

受限制銀行結餘及現金及現金等值約為 228,006,000港元（二零零九年： 246,050,000港
元）。

II . 營運分類資料

(a) 電器配件部門

作為全球電子消費品塑料機殼之一站式解決方案供應商，集團將繼續專注發展其

IML技術，穩固集團於行業中之領導地位，並保持外殼產品業務高速增長。年內，
本集團來自手機、手提電腦及電器用品外殼產品的訂單持續增加，並成功取得新客

戶的訂單。該部門的營業額按年大幅上升 43.6%至 1,874,656,000港元（二零零九年：
1,305,676,000港元）。

i. 手機

年內，手機外殼業務之營業額增加 50.8%至 950,723,000港元，佔電器配件部門

總營業額的 51%。作為知名及行業領導者的手機製造商華為及中興的策略性合

作黟伴，本集團業務受惠於客戶的市場佔有率上升，訂單取得明顯增長。與此

同時，本集團與國際著名手機製造商如諾基亞、TCL、索尼愛立信及聯想等保

持緊密合作，為集團帶來穩定的收入來源。而隨著 IML工藝提升，本集團能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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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個別客戶的需求，為他們設計及製造時尚、創新而獨特的外殼產品，並提供

更多不同的表面裝飾及結構件，藉此加深與客戶的合作關係。

ii. 手提電腦

手提電腦外殼的訂單繼續攀升，營業額增加 42.6%至 321,497,000港元，佔該部

門總營業額之 17%。除了來自全球四大電腦製造商包括華碩、宏基、廣達及仁

寶，以及其他著名電腦品牌如聯想、戴爾及惠普的訂單持續增加外，本集團成

功取得知名品牌如NEC及東芝的新訂單，進一步擴大了客戶基礎。消費者對具

有彩色及時尚設計之個性化手提電腦外殼之需求持續增加亦為本集團帶來無限

商機，使業務取得彪炳成績。

iii. 電器用品

受惠於「家電下鄉」政策拓展至更多國內城市，本集團的電器用品外殼業務表現

驕人，營業額較去年增長 35.3%至 602,436,000港元佔電器配件部門總營業額的

32%。在國內居民收入及生活水平不斷的提升下，市場對高端家用電器的需求

日益龐大，為本集團創造了充滿商機的經營環境。年內，本集團來自高端家用

電器品牌客戶的訂單顯著增長，客戶包括海爾、美的、格力、夏普、東芝、日

立、菲利普、思科系統、索尼、三星及象印亦維持良好的合作關係，為集團提

供穩定的收入來源。

iv. LED電視機導光板

集團早於兩年前已洞悉LED電視巿場發展前景可觀， 並與日本著名公司日本株

式會社松下商會合作開發及生產用於LED背光液晶電視機之高質量導光板。該

產品為LED電視機之核心部件，使LED背光可以均勻傳達到整個螢幕，畫面細

節更細膩逼真。憑藉通達集團強大的生產團隊及研究能力，配合松下商會所提

供的專業顧問及技術支援，將大大提升本集團於LED電視導光板產品的競爭優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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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位於廈門的LED電視導光板生產線已於二零一零年底正式投產。借助行

業龍頭松下商會的品牌效應及廣闊的客戶群，現時本集團已接獲日本電視品牌

的訂單。該業務的收入貢獻將於二零一一年的業績上反映，成為本集團未來發

展之主要增長動力。

(b) 五金部件部門

該部門營業額表現穩定，於年內錄得 330,169,000港元（二零零九年： 338,124,000港
元）。本集團會繼續專注發展毛利率較高之產品，包括使用於電子產品上體積較小

及更加精密的五金部件。隨著本集團將資源分配至具有較高盈利能力之核心業務，
此業務的銷售額佔總營業額之比例將逐步縮減。

(c) 通訊設備及其他業務

本集團之通訊設備部門專注於衛星電視接收機及機頂盒生產，年內的營業額為維持

於143,439,000港元（二零零九年：156,454,000港元）。

(d) 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各類產品佔總營業額之比例

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電器配件部門 80% 73%
i. 手機 40% 35%
ii. 手提電腦 14% 13%
iii. 電器用品 26% 25%
五金部件部門 14% 19%
通訊設備及其他業務 6% 8%

3. 前景

隨著在環球金融危機後歐美市場逐步的復甦，加上中國內地經濟持續的增長，集團相

信全球消費電子產品市場將會維持高速的發展。為把握市場上湧現的機遇，通達集團

已作出一連串的策略性業務部署，多元化地擴展至高增值、創新及精密技術的業務領

域，同時提升核心業務的競爭優勢。本集團深信於來年將可持續取得理想的業績增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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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作為中國LED電視導光板市場的先行者之一，其LED電視導光板業務將成為未來

一年的主要增長點。隨著廈門廠房於二零一零年底實現大批量生產，本集團預期LED
電視導光板的加工及生產項目於二零一一年的目標產量約為 600萬片，以滿足市場的龐

大需求。與此同時，本集團亦將積極取得更多著名品牌客戶的訂單，開拓新收入來

源。

至於核心外殼產品業務方面，為配合手提電腦外殼業務增長迅速，本集團於中國江蘇

省常熟市之廠房已於二零一一年初落成投產，專注發展手提電腦外殼產品。該廠房鄰

近國際手提電腦製造商的生產基地，令本集團得以坐享運輸及成本優勢，從而加強與

世界國際知名手提電腦生產商的合作關係，提升產品的競爭力。本集團亦會繼續積極

加強 IML技術，滿足客戶在產品設計上的不同需要。

本集團已建立龐大且實力雄厚的客戶群，故此未來會透過強大研發能力，專注發展高

增值產品，從而深化與現有及新客戶的合作關係。有見智能手機市場龐大，本集團會

積極捕捉有關業務商機，並已開始發展手機觸控屏幕玻璃業務。該產品的生產線已落

成並正式投產，二零一一年的目標產量為 1,250萬片。本集團期望透過開發高科技及高

增值產品，進一步提升其作為表面裝飾專家的領導地位，同時貢獻本集團的利潤率。

在積極發展業務的同時，本集團將繼續推行有效的成本控制措施，並採取穩健的財務

策略，亦將致力鞏固通達集團作為創新型高科技企業的形象及地位，推動業務的長遠

增長。

IV .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年內，本集團的主要資金來源包括經營活動所產生的現金以及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的

主要往來銀行所提供的信貸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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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的現金、銀行存款及受限制銀行結餘及已

抵押存款結存為228,000,000港元，並無訂立任何結構性投資合約。年內，本集團為一項

300 , 0 0 0 , 0 0 0 港 元 的三年 期 銀 行 貸 款 進 行 抵 押 ， 從 而 將一項 於二零 零 八 年 抵 押 的

350,000,000港元銀行貸款進行轉貸。鑑於現時的經濟形勢，本集團會以銳見與慎行的策

略分配其資源，大前提為研發更多利潤高且附加值較高的產品，並將 IML技術擴展至更

多產品上，令 IML技術發輝最大效益。此外，本集團亦會密切留意市場的發展，在適當

的時候尋求併購的機會，以加速業務發展步伐，同時鞏固及提升本集團於業內的地

位。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產總值為 3,017,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
2,359,000,000港元）；流動資產淨值為682,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462,000,000港元）以
及股權為1,663,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1,381,000,000港元）。

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存維持約 228,000,000港元，當中約 5,2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
無）存放在指定的銀行帳戶作集團採購之用及約39,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20,200,000
港元）已抵押予銀行作為獲授貿易融資之擔保。

本集團之負債比率（本集團之負債淨值╱股權加負債淨值）為0.39（二零零九年：0.32）。

本公司銀行貸款的每年實際利率為香港銀行同業拆息率（「香港銀行同業拆息率」）加 1.1
厘及 1.15厘。除本公司銀行貸款外，其他銀行貸款之實際利率分別為每年 4.95厘至 6.12
厘及現行利率或香港銀行同業拆息率加2.5厘。

外匯風險

本集團經營之業務主要以港元 ,美元及人民幣作為交易貨幣。由於買賣所產生之外滙風險可

互相抵銷，故本集團承受之外滙風險實屬輕微。本集團之政策為繼續以相同貨幣維持其買

賣結餘。

僱員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僱員總人數約達9,400人（二零零九年：7,400人）。
本集團提供吸引之薪酬及福利予僱員，緊貼本集團同業市場水平及走勢，並設有強制性公

積金計劃及購股權計劃。

資本架構

本公司之所有股份均屬普通股。除銀行借貸 170,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 99,000,000港元）
之非流動部分外，本集團之借貸須於報告期完結日起計一年內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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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本公司就為若干附屬公司及一間聯營公司之銀行信貸提供公司擔保而擁有或然負債，於報

告期完結日，已動用之銀行信貸金額為82,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55,000,000港元）。

除上文所披露外，本集團或本公司於報告期完結日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認為，本公司已於年報所述之年度內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

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所有守則規定，惟下文所述之偏離情況除外：

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固定任期，但根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將會於股

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

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本公司並無區分主席與行政總

裁，現時由王亞南先生同時兼任兩個職務。董事會認為，由同一人擔任主席及行政總裁之

職位能為本集團提供強勢及貫徹一致之領導，及更有效策劃及推行長遠商業策略。在具體

情況下，現有架構被認為最恰當。

董事會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遵照最佳應用守則之規定而成立審核委員會（「委員會」），以審閱及監察本集團之

財務呈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委員會由本公司之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本集團截至二零

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已經由委員會審閱，委員會認為該報

表乃符合適用之會計準則及法例規定，並已作出適當之披露。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其控股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在年內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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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夠公眾持股量

根據本公司所得之公開資料及據董事所知，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至少 25%之本公司全部已

發行股本由公眾持有。

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

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本公司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董事於年報所述之

會計期間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之規定。

核數師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任期屆滿，本公司將會在即將召開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決議案重新委

任該公司出任本公司之核數師。

刊載末期業績

本公佈將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刊載。

載有上市規則附錄十六及其他適用法律及法規所規定全部資料的本公司截至二零一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年報，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及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

刊載。

建議末期股息及特別股息

董事會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 1.0港仙的末期股息及每股 0.2
港仙的特別股息。派付末期股息及特別股息的建議倘若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獲得批准，
建議末期股息及特別股息將會支付予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五日截至營業時間結束名列本

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預期末期股息及特別股息將會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日或前後支付。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將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星期四）或之前舉

行。召開股東週年大會的通告將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星期五）或之前在聯交所及本

公司網站刊載及寄發予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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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將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一日（包括首

尾兩天）暫停辦理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資格獲派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建議的末期股息及特別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

一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時正前，送達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處聯合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

址為香港灣仔駱克道33號中央廣場福利商業中心18樓。

承董事會命

通達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王亞南

香港，二零一一年三月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包括王亞南先生、王亞華先生、王亞榆先生、王亞揚先生、蔡慧生先生及

王明澈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則包括楊孫西博士（太平紳士）、丁良輝先生及張華峰先生（太平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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