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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二季度（「二零一四年第
二季度」）及六個月（「二零一四年上半年度」）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及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
第二季度（「二零一三年第二季度」）及六個月（「二零一三年上半年度」）以及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二零一三年下半年度」）的比較數字。

綜合損益表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三年

第二季度 第二季度 百分比 上半年度 上半年度 百分比 下半年度 百分比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變動 千美元 千美元 變動 千美元 變動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3 135,812 131,011 3.7% 251,520 246,766 1.9% 258,155 -2.6%
銷售成本 (123,582) (117,549) 5.1% (230,633) (220,035) 4.8% (235,043) -1.9%

     
毛利 12,230 13,462 -9.2% 20,887 26,731 -21.9% 23,112 -9.6%
毛利率 9.0% 10.3% 8.3% 10.8% 9.0%
其他經營收入及收益 796 714 11.5% 1,508 1,391 8.4% 2,979 -49.4%
分銷及銷售開支 (3,738) (3,587) 4.2% (7,200) (7,205) -0.1% (7,244) -0.6%
行政開支 (4,310) (5,603) -23.1% (8,509) (11,029) -22.8% (11,865) -28.3%
其他經營開支及虧損 (80) (250) -68.0% (157) (512) – 69.3% (377) -58.4%
融資成本 4 (363) (352) 3.1% (724) (705) 2.7% (662) 9.4%

     
除稅前溢利 4,535 4,384 3.4% 5,805 8,671 -33.1% 5,943 -2.3%
所得稅開支 5 (268) (212) 26.4% (338) (463) -27.0% (298) 13.4%

     
期內溢利 4,267 4,172 2.3% 5,467 8,208 -33.4% 5,645 -3.2%

     
溢利應佔份額：

 本公司持有人 4,128 4,158 -0.7% 5,293 8,160 -35.1% 5,543 -4.5%
 非控股股東權益 139 14 n/m 174 48 262.5% 102 70.6%

     
4,267 4,172 2.3% 5,467 8,208 -33.4% 5,645 -3.2%

     
每股盈利（美仙） 7
 －基本 2.21 2.22 -0.5% 2.83 4.37 -35.2% 2.96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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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附註：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三年

第二季度 第二季度 百分比 上半年度 上半年度 百分比 下半年度 百分比

千美元 千美元 變動 千美元 千美元 變動 千美元 變動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折舊 11,198 11,229 -0.3% 22,381 22,364 0.1% 22,116 1.2%
預付土地使用權攤銷 41 114 -64.0% 82 228 -64.0% 178 -53.9%
呆賬撥備撥回 (302) (94) 221.3% (437) (369) 18.4% (705) -38.0%
陳舊存貨（撥回）╱撥備 (196) 329 -159.6% (105) 340 -130.9% (83) 26.5%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三年

第二季度 第二季度 百分比 上半年度 上半年度 百分比 下半年度 百分比

千美元 千美元 變動 千美元 千美元 變動 千美元 變動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 4,267 4,172 2.3% 5,467 8,208 -33.4% 5,645 -3.2%
     

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轉撥至投資物業的物業重估盈餘 — — n/m — — n/m 663 n/m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39 429 -90.9% 144 565 -74.5% 34 323.5%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39 429 -90.9% 144 565 -74.5% 697 -79.3%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4,306 4,601 -6.4% 5,611 8,773 -36.0% 6,342 -11.5%
     

全面收益總額應佔份額：

 本公司持有人 4,167 4,587 -9.2% 5,437 8,725 -37.7% 6,240 -12.9%
 非控股股東權益 139 14 n/m 174 48 262.5% 102 70.6%

     
4,306 4,601 -6.4% 5,611 8,773 -36.0% 6,342 -11.5%

     

n/m－百分比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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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表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流動資產
 現金及銀行結餘 20,436 20,398 73 23
 貿易應收賬款 10 129,184 108,620 — —

 應收票據 10 3,024 3,938 — —

 其他應收賬項 23,471 23,449 2 2
 預付土地使用權 399 399 — —

 應收股息 — — 20,800 44,750
 存貨 11 47,987 41,543 — —

    
流動資產總值 224,501 198,347 20,875 44,775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9 314,007 313,788 — —

 預付土地使用權 13,023 13,105 — —

 購買機器及設備之訂金 9 5,127 6,189 — —

 投資物業 46,446 46,446 — —

 附屬公司 — — 456,100 459,224
 遞延稅項資產 86 86 — —

    
非流動資產總值 378,689 379,614 456,100 459,224

    
總資產 603,190 577,961 476,975 503,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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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負債及權益
流動負債
 銀行透支及貸款 13 49,410 41,648 — —

 貿易應付賬項 12 126,348 105,437 — —

 應付票據 12 7,331 8,775 — —

 其他應付賬項 29,346 31,550 2,685 2,662
 應付附屬公司款項 — — 249,756 263,155
 稅項撥備 178 449 — —

    
流動負債總額 212,613 187,859 252,441 265,817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13 39,554 31,149 — —

 遞延稅項負債 942 1,399 — —
    

非流動負債總額 40,496 32,548 — —
    

股本、儲備及非控股股東權益
 股本 14 113,880 113,880 113,880 113,880
 儲備 226,328 233,975 110,654 124,302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權益 340,208 347,855 224,534 238,182
非控股股東權益 9,873 9,699 — —

    
總權益 350,081 357,554 224,534 238,182

    
負債及權益總額 603,190 577,961 476,975 503,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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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權益 
外幣 非控股

股本 資本儲備 法定儲備 重估儲備 其他儲備 保留盈利 匯兌儲備 總計 股東權益 權益總額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附註a） （附註b） （附註c） （附註d）

本集團
二零一四年第二季度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結餘（未經審核） 113,880 1,916 5,345 2,940 166 207,900 16,978 349,125 9,734 358,859

二零一四年第二季度權益變動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 4,128 39 4,167 139 4,306
就上一個年度支付之股息 — — — — — (13,084) — (13,084) — (13,084)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未經審核） 113,880 1,916 5,345 2,940 166 198,944 17,017 340,208 9,873 350,081

          
二零一三年第二季度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結餘（未經審核） 113,880 1,916 5,345 2,277 166 230,680 16,410 370,674 9,957 380,631

二零一三年第二季度權益變動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 4,158 429 4,587 14 4,601
就上一個年度支付之股息 — — — — — (20,561) — (20,561) (374) (20,935)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未經審核） 113,880 1,916 5,345 2,277 166 214,277 16,839 354,700 9,597 364,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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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權益 
外幣 非控股

股本 資本儲備 法定儲備 重估儲備 其他儲備 保留盈利 匯兌儲備 總計 股東權益 權益總額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附註a） （附註b） （附註c） （附註d）

二零一四年上半年度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結餘（經審核） 113,880 1,916 5,345 2,940 166 206,735 16,873 347,855 9,699 357,554

二零一四年上半年度權益變動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 5,293 144 5,437 174 5,611
就上一個年度支付之股息 — — — — — (13,084) — (13,084) — (13,084)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未經審核） 113,880 1,916 5,345 2,940 166 198,944 17,017 340,208 9,873 350,081

          
二零一三年上半年度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結餘（經審核） 113,880 1,916 5,345 2,277 166 226,678 16,274 366,536 9,923 376,459

二零一三年上半年度權益變動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 8,160 565 8,725 48 8,773
就上一個年度支付之股息 — — — — — (20,561) — (20,561) (374) (20,935)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未經審核） 113,880 1,916 5,345 2,277 166 214,277 16,839 354,700 9,597 364,297

          

附註：

a. 資本儲備指於優先購股權獲行使時自優先購股權儲備轉撥的金額。

b. 法定儲備指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及泰國經營的附屬公司根據中國及泰國的法律規定就股息宣派而撥出的金額。

c. 本集團的重估儲備指因本集團若干物業由自用物業轉撥至投資物業而作出重估所得的收益。

d. 計入其他儲備的金額指非控股股東收購附屬公司額外權益代價的公平值及其應佔附屬公司額外權益資產淨值賬面值的

差額，並將於出售該附屬公司或該附屬公司進行出售事項後於損益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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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 資本儲備 保留盈利 權益總額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本公司
二零一四年第二季度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未經審核） 113,880 1,916 122,000 237,796

二零一四年第二季度權益變動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 — (178) (178)
就上一個年度支付之股息 — — (13,084) (13,084)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未經審核） 113,880 1,916 108,738 224,534

    
二零一三年第二季度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未經審核） 113,880 1,916 81,917 197,713

二零一三年第二季度權益變動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70,051 70,051
就上一個年度支付之股息 — — (20,561) (20,561)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未經審核） 113,880 1,916 131,407 247,203

    
二零一四年上半年度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經審核） 113,880 1,916 122,386 238,182

二零一四年上半年度權益變動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 — (564) (564)
就上一個年度支付之股息 — — (13,084) (13,084)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未經審核） 113,880 1,916 108,738 224,534

    
二零一三年上半年度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經審核） 113,880 1,916 82,370 198,166

二零一三年上半年度權益變動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69,598 69,598
就上一個年度支付之股息 — — (20,561) (20,561)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未經審核） 113,880 1,916 131,407 247,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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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現金流量表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第二季度 第二季度 上半年度 上半年度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

除稅前溢利 4,535 4,384 5,805 8,671
就下列各項作出調整：

 呆賬撥備撥回 (302) (94) (437) (369)
 融資成本 363 352 724 705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11,198 11,229 22,381 22,364
 預付土地使用權攤銷 41 114 82 228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收益 (55) (62) (55) (62)
 陳舊存貨（撥回）╱撥備 (196) 329 (105) 340
 利息收入 (16) (48) (31) (113)

    
未計營運資金變動前之經營收入 15,568 16,204 28,364 31,764

存貨增加 (1,273) (3,720) (6,339) (8,308)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增加）╱減少 (20,410) (7,143) (19,530) 5,345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增加 21,602 13,687 17,263 5,489

    
經營業務產生的現金淨額 15,487 19,028 19,758 34,290

已收利息收入 16 48 31 113
已付利息 (428) (392) (812) (763)
已付所得稅 (656) (615) (1,073) (1,309)

    
經營業務所得之現金淨額 14,419 18,069 17,904 32,331

    
投資業務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所得款項 209 68 209 68
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 (11,131) (6,966) (12,592) (10,788)
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所付訂金 (4,284) (3,271) (8,523) (6,832)

    
投資業務使用之現金淨額 (15,206) (10,169) (20,906) (17,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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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第二季度 第二季度 上半年度 上半年度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融資活動

銀行借貸所得款項 19,303 15,506 34,390 23,234
償還銀行借款 (6,519) (15,539) (18,212) (30,862)
本公司支付股息 (13,084) (20,561) (13,084) (20,561)
附屬公司向非控股股東權益支付股息 — — — (374)

    
融資活動產生（使用）之現金淨額 (300) (20,594) 3,094 (28,563)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增加（減少）淨額 (1,087) (12,694) 92 (13,784)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1,671 42,135 20,387 43,076

外幣匯率變動對所持外幣現金結餘
 之影響淨額 (148) 98 (43) 247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0,436 29,539 20,436 29,539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包括：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美元 千美元

現金及銀行結餘 20,436 29,539
銀行透支－無抵押 — —

  
20,436 29,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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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事項

 依利安達集團有限公司（新加坡註冊編號：199300005H）（「本公司」）為於新加坡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本公司的最終
控股公司為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建滔化工集團（「建滔」）。財務報表中的關連公司指最終控股公司及其附屬公司。財
務報表中的關連人士指與最終控股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有相同董事或股東的實體。

 本公司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新交所」）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財務報表以本
公司的功能貨幣美元列示。

 本集團的製造業務位於香港、泰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
兩層、多層及高精密度互連（「高精密度互連」）印刷線路板（「印刷線路板」）的生產及分銷。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該等業務的性質並無重大變化。

2.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中期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披露規定及新加
坡財務報告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財務報告準則第34號」）編製。

編製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中期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的最近期經審核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同。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採用以下有關其營運及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財務報

告準則（「財務報告準則」）、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及詮釋（「財務報告準則的詮釋」）：

‧ 財務報告準則第32號金融工具：呈列之修訂
‧ 財務報告準則第36號資產減值之修訂
‧ 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於二零一四年一月及二零一四年二月頒佈）

採用該等新訂及經修訂財務報告準則不會導致本集團及本公司會計政策有所變動，亦不會對目前或過往期間呈報之金

額構成重大影響。

本集團仍未提早採納以下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財政期間生效的財務報告準則新訂及經修訂準則或修訂：

‧ 財務報告準則第19號界定福利計劃：僱員供款之修訂

本集團正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修訂於首次採用後的影響作出評估，但尚未能列明該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修訂

會否對其經營業績及本集團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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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之經營業務為製造及銷售印刷線路板（「印刷線路板」），為本集團之單一呈報及經營業務分部。此分部報告乃按
符合財務報告準則的會計政策編製及為本公司之執行董事在對分部作資源分配及評估其表現上所定期審閱之內部管理

報告。因此，並無呈列此單一業務分部的分析。

4. 融資成本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上半年度 上半年度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銀行借貸的利息 804 763
減：撥充資本金額 (80) (58)

  
724 705

  

5. 所得稅開支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上半年度 上半年度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新加坡所得稅 － 2
中國企業所得稅 248 290
香港所得稅 8 10
其他司法管轄區 8 8

  
264 310

遞延稅項 74 153
  

338 463
  

本集團溢利須繳納其溢利產生的經營地點之稅項。其他司法管轄區之稅項乃按有關司法管轄區之適用稅率計算。

6. 股息

董事決議宣派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單一徵稅豁免）每股3.0美仙（二零一三年：7.0美仙）予
於二零一四年八月十八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股息將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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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乃基於下列項目計算：

盈利 盈利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第二季度 第二季度 上半年度 上半年度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盈利 4,128 4,158 5,293 8,160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第二季度 第二季度 上半年度 上半年度

千股 千股 千股 千股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

 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86,920 186,920 186,920 186,920
      

每股盈利（美仙）

 －基本 2.21 2.22 2.83 4.37
      

本集團並未授出股份期權。並無潛在攤薄普通股。

8. 資產淨值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根據於期間結束時已發行股份

 總數（不包括庫存股份）計算之
 每股普通股資產淨值（包括
 非控股股東權益）* 1.87 1.91 1.20 1.27

      

* 按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已發行股份186,919,962股（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86,919,962股已發行
股份（已扣除庫存股份））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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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添置

於呈報期內，本集團耗資約21,100,000美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7,600,000美元）購買物業、機
器及設備（包括已付按金）。

購買機器及設備之訂金與為營運需要購買新機器及設備時作出的首期付款有關。各季度末所呈報的首期付款金額將取

決於（但不限於）相關設備的訂單發出時間、交付時間及所購買設備投入使用的時間而定。

10.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本集團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賬款

 －第三方 132,499 113,580
 －關連公司 823 110
減：呆賬撥備 (4,138) (5,070)

  
129,184 108,620

應收票據 3,024 3,938
  

總計 132,208 112,558
  

以下為於呈報期結算日按發票日期呈列的貿易應收賬款（已扣除呆賬撥備）之賬齡分析：

本集團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90天以內 115,861 99,098
91至180天 12,374 9,205
180天以上 949 317

  
129,184 108,620

  

於呈報期結算日，應收票據的賬齡均為180天以內（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80天以內）。

貿易應收賬款不計息，信貸期一般為30至12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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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存貨

本集團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原材料 13,186 10,275
在製品 23,292 18,316
製成品 11,509 12,952

  
47,987 41,543

  

12. 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本集團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賬款

 －第三方 75,886 64,034
 －關連公司 50,462 41,403

  
126,348 105,437

應付票據 7,331 8,775
  

總計 133,679 114,212
  

貿易應付賬款不計息，信貸期一般為15至120天。以下為於呈報期結算日按發票日期呈列的貿易應付賬款之賬齡分
析：

本集團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90天以內 96,431 78,718
91至180天 25,974 21,548
180天以上 3,943 5,171

  
126,348 105,437

  

於呈報期結算日，應付票據的賬齡均為180天以內（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80天以內）。應付票據主要與透過發
出不可撤銷信用證模式購買設備有關。



15 依 利 安 達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13. 銀行借貸

本集團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無抵押：

 銀行貸款 87,362 72,786
 信託收據 1,602 —

 銀行透支 — 11
  

銀行貸款－無抵押 88,964 72,797
  

包括於以下時間到期的款項：

 －一年內 49,410 41,648
 －超過一年 39,554 31,149

  
88,964 72,797

  

由於提取額外貸款以為新資本投資提供資金，本集團的外部借貸總額由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增加約22.2%至二
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約89,000,000美元。

14. 股本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不包括庫存股份）總數為186,919,962股（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186,919,962股）。

15. 優先購股權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並無尚未行使之優先購股權。自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九日採

納二零零八年依利安達僱員優先購股權計劃及截至本公告日期止，本公司概無根據該計劃授出任何優先購股權。

16. 資本承擔

本集團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並無於綜合財務報表中撥備的資本開支：

就擴建廠房訂約之承擔 24,284 29,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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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重大收購╱出售、重要投資及資產抵押

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上半年度內概無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及重要投資。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概無資產抵押。

18. 流動資產淨值及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流動資產淨值（定義為流動資產減流動負債）約為11,900,000美元（二零一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流動資產淨值約10,500,000美元）。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約為390,600,000美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390,100,000美元）。

19. 關連人士交易

本集團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收入

 向關連公司銷售 (557) (5,141)
 來自一間附屬公司少數股東的租金收入 (590) (1,183)
 向關連公司收取共用辦公室空間及攤分辦公室開支 (47) (84)

開支

 向關連公司採購 70,391 129,400
 向關連公司支付共用辦公室空間及攤分辦公室開支 162 717

  

20. 財務報告準則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對賬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根據財務報告準則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概無重

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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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下半年度」）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上半年度」）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上半年度」） 百分比變動 百分比變動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251,520 246,766 2% 258,155 -3%
未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

 攤銷前盈利 28,961 31,855 -9% 28,858 0%
未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

 攤銷前盈利率 11.5% 12.9% 11.2%
除稅前溢利 5,805 8,671 -33% 5,943 -2%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純利 5,293 8,160 -35% 5,543 -5%
每股基本盈利 2.83美仙 4.37美仙 -35% 2.96美仙 -4%
每股中期股息 3.0美仙 7.0美仙 -57%
派息比率 105.9% 160.3%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每股資產淨值 1.87美元 1.91美元 -2%
淨負債比率 19.6% 14.7%

業務回顧

本集團二零一四年第二季的營業額較去年同季度增加3.7%，至約135,800,000美元，二零一四年
第二季度的毛利率為9.0%，而二零一三年第二季度則為10.3%。

隨著自二零一四年三月以來整體廠房的產能使用率有所提升，本集團二零一四年第二季度的未扣

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未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為16,100,000美
元，與上年同季度持平（二零一三年第二季度：16,000,000美元）及較上一季度增加約25.8%（二
零一四年第一季度：12,800,000美元）。本集團持續產生穩定的經營現金流量。於二零一四年六
月底，淨負債比率維持在19.6%的健康水平。本集團的財務狀況維持穩健。

為配合我們達致更均衡產品組合的持續策略，我們不斷拓展在汽車、通訊及手機分部的市場份

額。二零一四年第二季度，電腦相關業務佔本集團印刷線路板總營業額約21%（二零一三年第二
季度：29%）。汽車印刷線路板銷售額佔二零一四年第二季度的銷售額約16%（二零一三年第二
季度：13%），而通訊及網絡產品（包括手機）銷售額大幅增加逾37%，佔印刷線路板總銷售額約
47%（二零一三年第二季度：35%）。高精密度互連（「高精密度互連」）印刷線路板的銷售維持強勁
增長，佔二零一四年第二季度印刷線路板總銷售額約32%，而二零一三年第二季度則約為23%。

經計及上述因素，本集團二零一四年第二季度的應佔純利（除稅及扣除非控股股東權益後溢利）

為4,100,000美元，而二零一三年第二季度及二零一四年第一季度則分別為4,200,000美元及
1,200,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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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狀況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流動資產淨值約為11,900,000美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約10,500,000美元），而流動比率則為1.06，相較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1.06。

淨營運資金週期由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15日延長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的16日，此
乃由於以下因素：

‧ 存貨週轉期延長至34日（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9日）。

‧ 貿易應收賬款的週轉期延長至85日（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2日）。

‧ 貿易應付賬款的週轉期延長至103日（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6日）。

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的淨負債比率（扣除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後的附息借貸與權益總

額比率）約為19.6%（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7%）。短期與長期銀行借貸的比例維持於
56%：44%（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7%:43%）。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的權益
總額約為350,100,000美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357,600,000美元）。於二零一四
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的手頭現金及未動用的融資貸款額度分別約為20,400,000美元及
24,900,000美元。

本集團的交易及貨幣資產主要以美元、人民幣及港元結算。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並無面臨重大外

匯風險。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聘用僱員約11,050人（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535
人）。僱員薪金維持在有競爭力的水平，並密切參考有關勞動市場及當地政府不時規定的最低工資

指引作每年檢討。本集團乃根據本公司的溢利成果及個人表現向合資格僱員派發特別獎金。

本公司設有優先購股權計劃，於適當時候用以招攬及挽留最優秀人員，並使個人利益與本集團利

益保持一致。

前景

全球智能手機市場預期將持續其強勁增長，尤其是中國及東南亞等新興市場，原因是消費者擁戴

具備強勁互聯網連接能力的多功能流動設備。中國國內智能手機品牌正逐步拓展至海外，並且迅

速迎頭趕上國際品牌。汽車市場急速改變，消費者要求更舒適的節能車輛以保護我們的環境。本

集團的持續策略是透過提升產能滿足客戶需求，致力擴展於高精密度互連、通訊及網絡╱手機及

汽車分部的市場份額，以維持長遠的增長。

誠如我們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七日的公告所披露，本集團副主席莫湛雄先生及陳永錕先生將分別辭

任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職務，自二零一四年八月一日起生效。張偉連女士將獲委任為董事會副

主席兼執行董事，自二零一四年八月一日起生效。於同日，目前為董事會非執行董事的鄭永耀先

生亦將獲調任為董事會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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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這個競爭激烈的市場，新管理層團隊將繼續重整本集團的業務，並審閱我們的產品組合以提

高生產力及成本效益。本集團已決定將於不久將來將所有覆銅面板生產從深圳轉移至開平覆銅面

板廠房。香港廠房亦計劃將於未來十二個月內關閉。本集團將於重整計劃完成時作出相關撥備。

同時，揚州廠房亦加緊擴充其生產，以擴展其生產力及對本集團的貢獻。管理層有信心，本集團

的表現於重整計劃落實後將會逐步改善。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過戶登記冊及股東名冊將於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九日至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日（包括首尾兩

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以便釐定中期股息配額。

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以美元派付予於二零一四年八月十八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名

列本公司新加坡股東名冊總冊及香港股東名冊分冊的股東。

董事的股份權益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董事及彼等的聯繫人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香港證券及期貨條

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存置的登記冊所記錄的權益，或根據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已知會本公
司及香港聯交所的權益如下：

長倉

(a) 本公司的普通股（「股份」）

佔本公司
所持已發行 已發行股本的

董事姓名 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張國榮先生 實益擁有人 1,507,200 0.81%
莫湛雄先生 實益擁有人 1,120,200 0.60%
陳偉樑先生 實益擁有人 61,000 0.03%
陳永錕先生（附註） 實益擁有人╱配偶權益 1,269,500 0.68%
鄭永耀先生 實益擁有人 486,600 0.26%
黎忠德先生 實益擁有人 25,000 0.01%

附註： 在1,269,500股股份中，1,229,500及40,000股股份分別由陳永錕先生及其配偶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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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建滔化工集團（「建滔」）每股面值0.10港元的普通股（「建滔股份」）

佔建滔
所持已發行 已發行股本的

董事姓名 權益性質 建滔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張國榮先生 實益擁有人 5,603,470 0.54%
陳永錕先生（附註1） 實益擁有人╱配偶權益 72,000 0.00%
鄭永耀先生（附註2） 實益擁有人╱配偶權益 4,938,328 0.48%
莫湛雄先生（附註3） 實益擁有人╱配偶權益 3,648,000 0.36%
陳偉樑先生（附註4） 實益擁有人╱配偶權益 152,600 0.01%

附註1: 72,000股建滔股份由陳永錕先生的配偶持有。

附註2: 在4,938,328股建滔股份中，4,076,488及861,840股建滔股份分別由鄭永耀先生及其配偶持有。

附註3: 在3,648,000股建滔股份中，3,396,000及252,000股建滔股份分別由莫湛雄先生及其配偶持有。

附註4: 在152,600股建滔股份中，152,000及600股建滔股份分別由陳偉樑先生及其配偶持有。

(c) 建滔的優先購股權（「建滔優先購股權」）

建滔優先購
股權項下相關

董事姓名 權益性質 建滔股份權益

張國榮先生 實益擁有人 3,360,000
鄭永耀先生 實益擁有人 3,120,000
莫湛雄先生 實益擁有人 3,120,000
陳偉樑先生 實益擁有人 2,92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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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建滔的非全資附屬公司建滔積層板控股有限公司（「建滔積層板」）每股面值0.10港
元的普通股（「建滔積層板股份」）

所持已發行 佔建滔積層板
建滔積層板 已發行股本的

董事姓名 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張國榮先生 實益擁有人 675,500 0.02%
陳永錕先生（附註1） 配偶權益 100,000 0.00%
鄭永耀先生（附註2） 配偶權益 100,000 0.00%
莫湛雄先生（附註3） 配偶權益 60,000 0.00%
陳偉樑先生 實益擁有人 90,000 0.00%

附註1: 100,000股建滔積層板股份由陳永錕先生的配偶持有。

附註2: 100,000股建滔積層板股份由鄭永耀先生的配偶持有。

附註3: 60,000股建滔積層板股份由莫湛雄先生的配偶持有。

(e) 建滔積層板的優先購股權（「建滔積層板優先購股權」）

建滔積層板
優先購股權

項下相關建滔
董事姓名 權益性質 積層板股份權益

莫湛雄先生（附註） 配偶權益 10,000,000
陳偉樑先生 實益擁有人 9,000,000

附註： 10,000,000份建滔積層板優先購股權由莫湛雄先生的配偶持有。

(f) 建滔的非全資附屬公司建滔積層板有限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1港元的無投票權遞
延股份

所持無投票權
董事姓名 權益性質 遞延股份數目

（附註）

張國榮先生 實益擁有人 1,904,400
陳永錕先生 實益擁有人 1,481,200
鄭永耀先生 實益擁有人 423,200

附註︰ 建滔集團概無持有建滔積層板有限公司之無投票權遞延股份。該等遞延股份並無附帶可收取建滔積層板有限公
司任何股東大會通告或出席股東大會或於會上投票之權利，亦沒有收取股息或於清盤時獲得任何分派之實際權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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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建滔的非全資附屬公司Kingboard Copper Foil Holdings Limited（「建滔銅箔」）每
股面值0.10美元的普通股（「建滔銅箔股份」）

佔建滔銅箔
所持已發行建滔 已發行股本的

董事姓名 權益性質 銅箔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張國榮先生 實益擁有人 465,000 0.06%

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根據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之主要股東登記冊所記
錄，除上文所披露若干董事之權益外，下列股東已知會本公司彼等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相關權

益：

長倉

本公司的普通股（「股份」）
佔本公司

所持已發行 已發行股本的
股東名稱 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依利安達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90,741,550 48.55%
 （「依利安達國際」）
傑聯集團有限公司（「傑聯」） 實益擁有人 34,321,615 18.36%
怡永投資有限公司（「怡永」）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附註1） 90,741,550 48.55%
建滔投資有限公司（「建滔投資」）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附註2） 125,063,165 66.91%

實益擁有人 3,651,000 1.95%
Jamplan (BVI) Limited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附註3） 128,714,165 68.86%
 （「Jamplan」）
建滔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附註4） 128,714,165 68.86%

實益擁有人 1,141,000 0.61%
Hallgain Management Limited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附註5） 129,855,165 69.47%
 （「H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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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1: 怡永、建滔及建滔投資分別擁有依利安達國際全部已發行股本約77.34%、11.59%及11.07%。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怡永被視為擁有依利安達國際所持有的90,741,550股股份。

附註2: 建滔投資擁有傑聯及怡永全部已發行股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建滔投資被視為擁有傑聯所持有的34,321,615股
股份以及怡永被視為擁有權益的90,741,550股股份。

附註3: Jamplan擁有建滔投資全部已發行股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Jamplan被視為擁有建滔投資持有的3,651,000股股
份及建滔投資被視為擁有權益的125,063,165股股份。

附註4: 建滔擁有 Jamplan全部已發行股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建滔被視為擁有 Jamplan被視為擁有的128,714,165股
股份。

附註5: HML擁有建滔已發行股本約34.28%。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HML被視為擁有建滔持有的1,141,000股股份及建滔被
視為擁有的129,855,165股股份。概無HML股東有權於HML股東大會行使或直接或間接控制行使三分一或以上之表
決權，而HML及其董事並不慣常根據任何股東指示行事。張國榮先生及陳永錕先生為HML的董事。

除上述披露者外，本公司概無獲知會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任何其他相

關權益或短倉。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六個月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買賣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

宜，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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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香港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企業管治守
則」）所列之守則條文（「守則條文」）作為本公司的守則。

本公司現時設有五個董事委員會，即提名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僱員優先購股權計劃委員會、審

核委員會及執行委員會。除僱員優先購股權計劃委員會及執行委員會外，各董事委員會之職權範

圍均在香港聯交所網站上刊載。除僱員優先購股權計劃委員會外，各董事委員會之職權範圍亦在

本公司網站上刊載。

於回顧二零一四年上半年相關期間內，本公司已全面遵守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惟下列者除

外：

1. 偏離守則條文第A.4.1條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A.4.1條，非執行董事應有指定任期，並須膺選連任。

 本公司現有非執行董事的委任均無指定任期，但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第95條－選舉董
事須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退任並應選連任，本公司三分之一董事（按董事自上次重選或

委任起計服務年期最長的先退任次序作基準）須於本公司每屆股東週年大會上退任或由股東

膺選連任。這實際上意味著，在未經本公司股東膺選連任的情況下，概無董事將留任超過

3年。本公司認為已採取足夠的措施，確保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常規不比於企業管治守則所列
者寬鬆。

2. 偏離守則條文第E.1.2條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E.1.2條，董事會主席應出席本公司的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董事會主席已將出席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七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之職務轉授本公

司副主席莫湛雄先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執行。莫先生擔任行政總裁職能多年且能回應股

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出的問題。

雖然有上述偏離情況，本公司認為已採取足夠的措施確保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常規不比企業管治守

則所載者寬鬆。



25 依 利 安 達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香港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不比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

守則（「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標準寬鬆的董事及有關僱員（定義見企業管治守則）進行證券交易的行
為守則。於批准本公司的季度業績及年度業績的董事會會議舉行日期前分別至少30日及60日向
各董事及有關僱員傳閱內部備忘錄，提醒董事及有關僱員不可買賣本公司的證券，直至有關業績

已刊發為止。

經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整個期間已遵守標

準守則所載規定標準及本公司本身自訂的守則。

審核或審閱財務業績

根據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二零一四年第二季度及二零一四年上半年度的數字未經本集團核

數師審核或審閱。

預測陳述

過往並無向股東披露預測陳述。

於交易所網站披露

本公告將在新交所網站 (http://www.sgx.com)、香港聯交所網站 (http://www.hkexnews.hk)及本
公司網站 (http://www.eleceltek.com)刊載。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藉此機會向董事會及全球各地員工致以由衷謝意，感謝彼等一直毫無保留地竭

誠盡力為本集團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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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

於呈報期內進行屬於新交所上市手冊第9章所指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如下：

有利益關係人士名稱

於回顧期間進行之
所有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
的總值（包括少於100,000
新加坡元的交易，但不包括
根據上市手冊第920條獲
股東授權進行的交易）

根據上市手冊第920條
獲股東授權進行之所有有
利益關係人士交易之總值
（包括金額少於100,000
新加坡元的交易）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美元 上半年度 上半年度 上半年度 上半年度

購買機器及設備
忠信積層板（澳門離岸商業

 服務）有限公司 － － 4,577 8,385
    
－ － 4,577 8,385
    

購買貨品及服務
忠信積層板（澳門離岸商業服務）

 有限公司 － － 58,735 44,987
依利安達企業服務有限公司 148 349 － －

衡陽建滔化工有限公司 － － 1,006 2,821
香港玻璃纖維有限公司 － － 5,796 4,522
惠州忠信化工有限公司 － － 277 299
江門建滔高科技有限公司 － － － 3,129
悅源集團有限公司 14 17 － －

建輝（連州）電子材料有限公司 － － － 5,598
    

162 366 65,814 61,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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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益關係人士名稱

於回顧期間進行之
所有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
的總值（包括少於100,000
新加坡元的交易，但不包括
根據上市手冊第920條獲
股東授權進行的交易）

根據上市手冊第920條
獲股東授權進行之所有有
利益關係人士交易之總值
（包括金額少於100,000
新加坡元的交易）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美元 上半年度 上半年度 上半年度 上半年度

提供貨品及服務
依利電腦有限公司 34 20 － －

依利安達電德有限公司 13 23 － －

揚宣電子有限公司 － － 557 787
科惠（澳門離岸商業服務）

 線路有限公司 － － － 1,331
達信電路板有限公司 － － － 5

    
47 43 557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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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作出之確認

吾等，莫湛雄及陳偉樑，依利安達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兩名董事，謹代表本公司董事會
（「董事會」）確認，就彼等所深知，董事會並不知悉任何事宜，會導致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止第二季度及六個月之未經審核財務報表失實或有誤導成份。

代表董事會

執行董事 執行董事

莫湛雄 陳偉樑

承董事會命

依利安達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張國榮

香港，二零一四年七月三十日

本公司董事會由以下董事組成：

執行董事： 非執行董事：

莫湛雄（副主席） 張國榮（主席）

陳偉樑 陳永錕

 鄭永耀

 獨立非執行董事：

 黎忠德

 梁海明

 鍾偉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