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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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PV TECHNOLOGY LIMITED
冠 捷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03）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季度業績

季度業績

冠捷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冠捷」或「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及上年度同期之比較數字
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收入 2,339,606 2,690,661
銷售成本 (2,198,633) (2,533,098)

毛利 140,973 157,563

其他收入 10,302 6,335

外滙遠期合約已確認及未經確認（虧損）╱收益 — 淨額 (628) 4,290
兌滙收益淨額 13,545 21,826
其他 720 885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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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其他收益 — 淨額 13,637 27,001

銷售及分銷支出 (68,902) (78,276)
行政支出 (44,237) (37,770)
研究及開發費用 (32,466) (29,070)

經營溢利 19,307 45,783

財務收益 1,541 768
財務成本 (3,800) (3,074)

財務成本 — 淨額 (2,259) (2,306)

應佔利潤╱（虧損）：
聯營公司 1,954 1,671
共同控制實體 (214) 43

除所得稅前利潤 18,788 45,191
所得稅費用 1 (3,271) (7,031)

本期利潤 15,517 38,160

利潤歸屬於：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0,190 42,030
非控制性權益 (4,673) (3,870)

15,517 38,160

每股盈利歸屬於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
— 基本 0.86美仙 1.79美仙

— 攤薄 0.86美仙 1.79美仙

股息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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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無形資產 435,223 438,834
物業、廠房及設備 557,213 511,832
土地使用權 26,908 27,068
投資性物業 38,127 38,127
聯營公司投資 33,438 31,470
共同控制實體投資 9,819 9,764
可供出售的財務資產 742 734
遞延所得稅資產 24,670 21,079
預付款及其他應收款 4,589 14,705

1,130,729 1,093,613

流動資產
存貨 1,109,493 1,010,323
應收賬款 2,073,930 2,398,527
按金、預付款及其他應收款 492,112 398,871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之財務資產 7,048 5,855
當期可退回所得稅 4,729 3,128
衍生金融工具 31,819 35,840
已抵押銀行存款 2,261 7,20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78,538 303,337

3,899 ,930 4,163,090

總資產 5,030,659 5,256,703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23,456 23,456
其他儲備 1,838,151 1,785,874
擬派末期股息 — 21,345

1,861,607 1,830,675
非控制性權益 (7,907) (3,234)

總權益 1,853,700 1,827,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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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借款及貸款 78,294 78,163
遞延所得稅負債 9,886 9,778
退休金責任 6,017 6,017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款 37,370 41,347

131,567 135,305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2,112,727 2,034,840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款 533,161 787,471
當期所得稅負債 10,989 13,471
保用撥備 70,194 71,325
衍生金融工具 20,840 24,850
借款及貸款 297,481 362,000

3,045,392 3,293,957

總負債 3,176,959 3,429,262

總權益及負債 5,030,659 5,256,703

流動資產淨額 854,538 869,13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985,267 1,962,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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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所得稅費用

由於本集團於期內在香港並無估計應課稅利潤，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截至二零
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無）。

利潤之稅項乃期內預計應課稅利潤按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國家或地區之當前稅率計算。

已於合併收益表中扣除╱（計入）之稅項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當期所得稅 6,753 13,216

遞延所得稅（計入）╱費用 (3,482) (6,185)

所得稅費用 3,271 7,031

2. 每股盈利

 (a)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千美元） 20,190 42,030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以千位計） 2,345,636 2,345,836

每股基本盈利（每股以美仙計） 0.86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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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攤薄

每股攤薄盈利乃假設已轉換所有具攤薄潛力之普通股，而以經修訂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千美元） 20,190 42,030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利潤（千美元） 20,190 42,030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以千位計） 2,345,636 2,345,836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以千位計） 2,345,636 2,345,836

每股攤薄盈利（每股以美仙計） 0.86 1.79

3.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派發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
個月：無）。



– 7 –

業務回顧

行業概況

挑戰重重的二零一一年過後，全球經濟在二零一二年第一季度依然疲弱。儘管歐盟成員已實
施一系列政策舒緩歐洲債務危機，唯歐元區的經濟活動於最近一個季度仍然了無起色。經過
漫長的經濟衰退後，美國的零售和失業數據於第一季度優於預期，市場氣候稍有改善。與此同
時，雖然新興市場的本地消費和投資增長繼續支援經濟發展，但出口需求放軟，不免削弱了增
長動力。

液晶顯示行業略為回穩，整體需求與季度預期相符。經過年終促銷活動，庫存量處於低水平，
加上面板供應商調控生產，面板價格在第一季度獲得支持。三月底主流尺寸的價格大致與年
初相同。

受到經濟發展呆滯拖累，全球個人電腦監視器付運量比去年同期下跌百分之四點四，至四千
零六十萬台（二零一一年第一季度：四千二百五十萬台），為八個季度以來最低。中國和南美是
兩個唯一錄得增長的地區，付運量比去年分別增加百分之二點八及十二點六。鑒於大部分地
區需求下降，DisplaySearch將二零一二年全球付運量預測下調百分之三點四，由原先的
一億八千萬台下降至一億七千四百萬台。

液晶電視於第一季度的需求平淡。全球出貨量僅與去年同期持平，只有四千四百二十萬台。值
得注意的是，美國扭轉了過去兩年的跌勢，付運量微升百分之二點八至七百五十萬台（二零
一一年第一季度：七百三十萬台）。發展中經濟體系保持滿意的增長，其中亞太地區的付運量
上漲百分之三十五點一至五百八十萬台（二零一一年第一季度：四百三十萬台），中國則上升
百分之九點三至一千零五十萬台（二零一一年第一季度：九百六十萬台），只可惜未能抵銷西
歐和日本付運量急跌帶來的影響，兩個地區按年分別下跌百分之十五點六及六十三點三。

CCFL與LED背光產品的成本落差收窄，鼓勵後者於個人電腦監視器和電視的應用。就個人電
腦監視器而言，LED背光機種今年第一季度的付運量佔整體百分之五十三點九，較去年第四
季度的百分之五十一點四為高。同時，LED背光電視亦佔總付運量百分之五十八點六，高於
二零一一年第四季度的百分之五十一點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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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表現

冠捷於二零一二年第一季度錄得二十三億美元收益，較去年同期的二十七億美元下跌百分之
十三，主要因為電視付運量下降。雖然毛利率上升，唯未能抵銷付運量及收益下跌的影響，本
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因此由去年同期的四千二百萬美元，下跌百分之五十二至二千零
二十萬美元，即每股盈利為零點八六美仙（二零一一年第一季度：一點七九美仙）。

終端市場需求不振，集團的個人電腦監視器業務亦受到負面影響，付運量較去年同期下降百
分之七至一千三百七十萬台，業務收益由去年的十五億美元，下跌百分之六點三至十四億美元，
佔總收益百分之五十九點六（二零一一年第一季度：百分之五十五點三）。毛利率由往年同期
的百分之七點一下降至六點四，導致每台毛利由七點二美元，下降至六點五美元，而平均銷售
價保持在一百零一點七美元，往年為一百點九美元。

集團的電視業務受到歐洲經濟衰退嚴重打擊，二零一二年第一季度的付運量下跌百分之
三十二點六至二百一十萬台（二零一一年第一季度：三百二十萬台）。為將電視業務轉虧為盈，
集團優化了客戶組合，於今年初起剔除一些利潤較低的訂單，因此毛利率由去年同期之百分
之五點一上升至六點九，每台毛利亦由往年的十四點七美元，上升至十九點五美元。儘管此舉
造成付運量下跌的原因之一，但集團相信第二季度新訂單陸續增加後，能重拾失去的市場份額。
期內電視的平均銷售價維持在二百八十二點六美元水平，與去年相近。基於以上因素，有關業
務的收入下跌百分之三十三點三，至五億九千五百九十萬美元，佔總收益百分之二十五點五。

以地區劃分，中國仍然是冠捷最大的市場，收益達七億一千零四十萬美元，佔總收益百分之
三十點三（二零一一年第一季度：百分之二十七點二）。歐洲的收益下滑逾百分之三十至
五億三千八百二十萬美元，佔總收益百分之二十三（二零一一年第一季度：百分之三十點七）。
相反，來自北美的收入增長百分之十四點九，至四億六千七百二十萬美元，佔整體百分之二十
（二 零 一 一 年 第 一 季 度：百 分 之 十 五 點 一）。南 美 及 世 界 其 他 地 區 的 收 益 分 別 為
二億一千四百四十萬美元及四億零九百三十萬美元，佔百分之九點二（二零一一年第一季度：
百分之九點二）及十七點五（二零一一年第一季度：百分之十七點七）。

前景

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發展，仍然是全球經濟的最大威脅，將影響美國經濟復蘇步伐，以及發展
中地區的出口。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今年全球經濟增長將較二零一一年大大放慢。
總括而言，發達國家將增長百分之一點四（二零一一年：百分之一點六），而新興經濟體系將增
長百分之五點七（二零一一年：百分之六點二）。

有鑒於此，我們預期個人電腦監視器及電視的需求在短期內將持續走弱，尤其是歐洲。中國於
五一勞動節假期的電視銷量僅微升百分之二，遠低於市場預期的百分之十。雖然如此，隨著大
型國際賽事如二零一二年歐洲國家盃及倫敦奧運會即將展開，夏季的銷情或會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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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發展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冠捷完成了與飛利浦成立合資公司TP Vision的交易。有賴雙方各級員工
的努力和緊密合作，業務整合過程非常順利。消費者和貿易夥伴對新公司及其產品的反應十
分良好，加強了集團對TP Vision業務轉虧為盈的信心。

董事會代表 
主席兼行政總裁 
宣建生博士

香港，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一名執行董事宣建生博士；八名非執行董事劉烈宏先生、
盧明先生、吳群女士、徐海和先生、杜和平先生、譚文鋕先生、中込 純先生及陳彥松先生；
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曾文仲先生、谷家泰博士及黃之强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