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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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巨騰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巨騰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巨騰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巨騰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JU TENG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3336）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二零一六二零一六二零一六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業績止年度全年業績止年度全年業績止年度全年業績    
 

財務摘要 

 
�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收入約為 8,002,000,000 港元，同比下跌約

10.4%。 

�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毛利約為 1,343,000,000 港元，同比下跌約

29.5%。 

�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毛利率由約 21.3%下跌至約 16.8%。 

�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 501,000,000

港元，同比減少約 42.8%。 

�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下跌至約

45.1 港仙，同比減少約 41.4%。 

�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資產淨值約達 5.6 港元，比

對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 5.8 港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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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騰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或「巨騰巨騰巨騰巨騰」）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組成的董事會（「董事董事董事董事

會會會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的綜合業績如下： 

 
綜合損益表綜合損益表綜合損益表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六二零一六二零一六二零一六年年年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3 8,002,359 8,936,133 

 
銷售成本  (6,659,322) (7,030,579)   _________ _________ 

 
毛利   1,343,037 1,905,554  

 
其他收入及收益 3 273,360 154,451 

銷售及分銷開支  (105,854) (108,506) 

行政開支  (621,588) (650,497) 

其他開支  (48,453) (60,560) 

融資成本 4  (94,363) (90,268)    _________ _________ 

 
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 5 746,139 1,150,174 

 
 
所得稅開支 6 (156,412) (204,919)    _________ _________ 

 
本本本本年度年度年度年度溢利溢利溢利溢利  589,727 945,255 
  ▆▆▆▆▆▆▆▆▆▆▆▆▆▆▆ ▆▆▆▆▆▆▆▆▆▆▆▆▆▆▆   _________ _________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500,586 874,957 

    非控制權益  89,141 70,298   _________ _________ 

  589,727 945,255 
  ▆▆▆▆▆▆▆▆▆▆▆▆▆▆▆ ▆▆▆▆▆▆▆▆▆▆▆▆▆▆▆   _________ _________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8 

    －基本（港仙）   45.1 76.9 
  ▆▆▆▆▆▆▆▆▆▆▆▆▆▆▆ ▆▆▆▆▆▆▆▆▆▆▆▆▆▆▆   _________ _________ 
 

    －攤薄（港仙）  44.3 74.7 
  ▆▆▆▆▆▆▆▆▆▆▆▆▆▆▆ ▆▆▆▆▆▆▆▆▆▆▆▆▆▆▆   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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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六二零一六二零一六二零一六年年年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本本本年度年度年度年度溢利溢利溢利溢利  589,727 945,255   _________ _________ 

 
其他全面收入其他全面收入其他全面收入其他全面收入 

 

於其後期間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680,528) (652,603) 

 
可供出售投資： 

      公平值變動  (9,017) (8,797)  

      所得稅影響  909 1,497 

      已包含在綜合損益表中之虧損的重分類調整 

          減值損失                                                                                   3,415                       -   _________ _________ 

  (4,693) (7,300)    _________ _________ 

 

本本本本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其他全面其他全面其他全面其他全面收入收入收入收入（（（（扣除稅項扣除稅項扣除稅項扣除稅項））））  (685,221) (659,903)   _________ _________  

 

本本本本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全面收入總額全面收入總額全面收入總額全面收入總額  (95,494) 285,352 
  ▆▆▆▆▆▆▆▆▆▆▆▆▆▆▆ ▆▆▆▆▆▆▆▆▆▆▆▆▆▆▆   _________ _________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59,361) 314,138 

    非控制權益  (36,133) (28,786)   _________ _________ 

  (95,494) 285,352 
  ▆▆▆▆▆▆▆▆▆▆▆▆▆▆▆ ▆▆▆▆▆▆▆▆▆▆▆▆▆▆▆   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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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綜合綜合綜合財務狀況財務狀況財務狀況財務狀況表表表表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二零一六二零一六二零一六年年年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079,378 8,397,593 

土地地租  486,086 465,616 

遞延稅項資產  5,727 - 

商譽  53,985 40,062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預付款項  73,172 3,034 

可供出售投資  14,581 24,803   _________ _________ 

非流動資產總額  8,712,929 8,931,108   _________ _________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存貨  1,289,404 1,295,793 

應收貿易款項 9 2,875,870 3,079,70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69,576 509,095 

保本投資存款  - 61,745 

已抵押銀行結餘  31,459 37,049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529,053 1,541,485   __________ _________ 

流動資產總額  6,095,362 6,524,875   __________ _________ 
 

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 10 1,041,913 1,051,886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027,432 915,832 

應付稅項  ,201,857 217,033 

計息銀行借貸   1,657,469 3,492,946   __________ _________ 

流動負債總額  3,928,671 5,677,697   __________ _________ 
 

流動資產淨額流動資產淨額流動資產淨額流動資產淨額  2,166,691 847,178   __________ _________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0,879,620 9,778,286   __________ _________ 
 

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借貸   2,791,440 1,410,591 

遞延收入  302,787 417,500 

遞延稅項負債  41,399 22,788   __________ _________ 

非流動負債總額  3,135,626 1,850,879   __________ _________ 
 

資產淨值  7,743,994 7,927,407 
   ▆▆▆▆▆▆▆▆▆▆▆▆▆▆▆ ▆▆▆▆▆▆▆▆▆▆▆▆▆▆   __________ _________ 

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已發行股本 11 113,471 111,997 

儲備  6,248,731 6,433,901   _________ _________ 

  6,362,202 6,545,898 
非控制非控制非控制非控制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1,381,792 1,381,509   __________ _________ 

權益總額  7,743,994 7,927,407 
  ▆▆▆▆▆▆▆▆▆▆▆▆▆▆▆ ▆▆▆▆▆▆▆▆▆▆▆▆▆▆   _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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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1. 編製基準及編製基準及編製基準及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會計政策會計政策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及披露之變動及披露之變動及披露之變動 

 

該財務資訊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發出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其中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會計準則會計準則會計準則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普遍採納的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並且

採用歷史成本慣例編製，惟可供出售投資及保本投資存款以公平值計量。該財務資訊

以港元（「港元港元港元港元」）呈報，而除另有指明外，所有數值均約整至千位。 

 

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 號、  投資者實體：應用合併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 號    

  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28 號    

  （二零一一年）（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 號（修訂）  收購合營經營權益之會計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4 號  監管遞延賬戶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修訂）  披露計劃 

 香港會計準則第 16 號  折舊和攤銷的可接受方法的澄清 

  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38 號（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 16 號  農業：生產性植物 

  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41 號（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  獨立財務報表之權益法 

  （二零一一年）（修訂）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週期  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之年度改進   

 

採納該等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或表現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正著手

評估初次應用此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迄今，本集團認為此等新

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不大可能對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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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業務業務業務業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生產及銷售筆記本型電腦外殼和手持裝置外殼業務。根據管理用途，

本集團以其外殼產品經營單一業務，及只有一個可呈報的業務分部。 

 
以上可呈報的業務分部並無合計其他業務分部。 

 
地區資料 

 

(i)  來自外界客戶的分部收入: 
  

   二零一六二零一六二零一六二零一六年年年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中國中國中國」）（香港除外） 7,867,765 8,548,222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  95,957 91,423 

 其他       38,637 296,488      _________ _________ 

   8,002,359 8,936,133 
  ▆▆▆▆▆▆▆▆▆▆▆▆▆▆▆ ▆▆▆▆▆▆▆▆▆▆▆▆▆▆▆    _________ _________ 
 

上述收入資料乃根據客戶產品運送之所在地區作出。 
 

(ii)  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六二零一六二零一六二零一六年年年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香港除外）  8,515,389 8,776,760 

中華民國  177,204 154,317 

其他  28 31    _________ _________ 

   8,692,621 8,931,108 
  ▆▆▆▆▆▆▆▆▆▆▆▆▆▆▆ ▆▆▆▆▆▆▆▆▆▆▆▆▆▆▆    _________ _________ 
 

上述非流動資產資料乃根據資產所在地區作出及不包括可供出售投資及遞延稅

項資產。 

 
主要客戶資料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來自六大客戶的銷售（各佔本集團 10%或

以上銷售收入）收入約為 1,710,949,000 港元、1,533,477,000 港元、1,080,252,000 

港元、935,901,000 港元及 808,392,000 港元及 805,703,000 港元，包括向該等客戶

受共同控制的實體的銷售收入。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來自四大客戶的銷售（各佔本集團 10%或

以上銷售收入）收入約為 2,362,540,000 港元、1,707,507,000 港元、1,263,976,000 

港元及 929,031,000 港元，包括向該等客戶受共同控制的實體的銷售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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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入，即已出售貨品的發票價值減去增值稅、退貨及交易折扣的數額，並且已撇銷集

團公司間的重大交易額。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的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二零一六二零一六二零一六年年年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銷售貨物  8,002,359 8,936,133 
  ▆▆▆▆▆▆▆▆▆▆▆▆▆▆▆ ▆▆▆▆▆▆▆▆▆▆▆▆▆▆▆    _________ _________ 

 
其他收入及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 

利息收入  9,812 16,515 

 津貼收入  145,761 43,592 

補償收入  1,211 13,504 

 外幣匯兌收益淨額  102,830 73,950 

 租金收入  9,418 3,359 

股息  699 1,335 

其他  3,629 2,196    _________ _________ 

   273,360 154,451 
  ▆▆▆▆▆▆▆▆▆▆▆▆▆▆▆ ▆▆▆▆▆▆▆▆▆▆▆▆▆▆▆    _________ _________ 

 

 

4. 融資成本融資成本融資成本融資成本 

 
本集團融資成本的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二零一六二零一六二零一六年年年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的利息         102,505 97,127 
       _________ _________ 

 

 不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負債利息支出總額         102,505 97,127 

 減: 貸款利息資本化         (8,142) (6,859)    _________ _________ 

           94,363 90,268 
  ▆▆▆▆▆▆▆▆▆▆▆▆▆▆▆ ▆▆▆▆▆▆▆▆▆▆▆▆▆▆▆    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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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的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 

 
   二零一六二零一六二零一六二零一六年年年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已售存貨的成本  6,616,459 6,944,708 

 折舊  983,657 970,068 

 土地地租攤銷  11,899 9,525 

 滯銷及陳舊存貨撥備  40,284 49,10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虧損淨額  38,827 31,035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虧損                                            - 690 

 可供出售投資項目減值  3,415 - 

外幣匯兌收益淨額  (102,830) (73,950) 
  ▆▆▆▆▆▆▆▆▆▆▆▆▆▆▆ ▆▆▆▆▆▆▆▆▆▆▆▆▆▆▆    _________ _________ 

 
 

6. 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 

 
由於本集團於本年度並無在香港獲得應課稅溢利，因此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二

零一五年：無）。應課稅溢利的稅項根據本集團經營業務的司法管轄區既有的法例、

詮釋及慣例，按有關司法管轄區當時的稅率計算。 
 

   二零一六二零一六二零一六二零一六年年年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撥備 

    即期－中國（香港除外） 

                本年度開支  135,315 185,732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4,612 3,086 

    即期－海外 

                 本年度開支  38,098 32,686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35,145) (26,105) 

  遞延稅項  13,532 9,520    _________ _________ 

         本年度稅項開支總額  156,412 204,919 
  ▆▆▆▆▆▆▆▆▆▆▆▆▆▆▆ ▆▆▆▆▆▆▆▆▆▆▆▆▆▆▆    _________ _________ 

 
 
7.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二零一六二零一六二零一六二零一六年年年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過往年度之額外末期股息（附註(a)）  - 1,919 

 
    建議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10港仙 

 （二零一五年：15港仙）（附註(b)）  113,471 167,997    _________ _________ 

   113,471 169,916 
   ▆▆▆▆▆▆▆▆▆▆▆▆▆▆▆ ▆▆▆▆▆▆▆▆▆▆▆▆▆▆▆    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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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續續續續）））） 

 

 附註： 

 

(a) 於批准二零一四年財務報表後及於暫停辦理二零一四年末期股息登記手續期間

前，本公司因若干認股權證持有人行使認購股權而發行額外 12,795,006 股普

通股。因此，額外二零一四年末期股息 1,919,000 港元已於二零一五年派付。  

 

(b) 本年度之建議末期股息須待本公司股東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方可作實。 

 

 
8.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年度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500,586,000 港元（二零一五

年：874,957,000 港元）及本年度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110,895,303 股（二零

一五年：1,137,859,442 股）為基準計算，惟不包括根據僱員股份獎勵計劃下持有之

股份。 

 

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年度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500,586,000 港元（二零一五

年：874,957,000 港元）計算。用作計算的本年度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1,110,895,303 股（二零一五年：1,137,859,442 股），惟不包括根據僱員股份獎勵

計劃下持有之股份，與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加權平均數相同，而於所有具攤薄影

響潛力普通股被視作獲行使為普通股時以不收代價形式發行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為

18,403,185 股（二零一五年：34,204,992 股）。 

 
 

9. 應收貿易款項應收貿易款項應收貿易款項應收貿易款項 

 
本集團所給予信貸期一般介乎60至120天。應收貿易款項不計利息。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按發票日期的應收貿易款項帳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二零一六二零一六二零一六年年年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3個月內  2,113,334 2,211,049 

 4 至 6個月  748,380 848,644 

 7 至 12個月  14,156 20,015    _________ _________ 

   2,875,870 3,079,708 
   ▆▆▆▆▆▆▆▆▆▆▆▆▆▆▆ ▆▆▆▆▆▆▆▆▆▆▆▆▆▆▆    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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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貿易款項應收貿易款項應收貿易款項應收貿易款項（（（（續續續續）））） 

 

並無個別或集體被視為減值的本集團的應收貿易款項的帳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二零一六二零一六二零一六年年年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概無逾期及減值  2,475,806 2,672,922 

逾期 1 至 3個月  391,890 389,344 

逾期 4 至 6個月  7,624 11,158 

逾期 7 至 12個月  550 6,284    _________ _________ 

   2,875,870 3,079,708 
   ▆▆▆▆▆▆▆▆▆▆▆▆▆▆▆ ▆▆▆▆▆▆▆▆▆▆▆▆▆▆▆    _________ _________ 

 
概無逾期及減值的應收貿易款項與若干分散客戶有關，該等客戶近期並無欠款紀錄。 

 
已逾期但無減值的應收貿易款項與若干獨立客戶有關，該等客戶於本集團有良好往績

紀錄。根據過往經驗，本公司董事認為毋須就該等結餘作出減值，皆因該等客戶的信

貸質素並無重大改變而餘額仍被視為可全數收回。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

押品或實施其他加強信貸措施。 

 
 

10.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 
 

 應付貿易款項不計利息，且一般須於 60 至 120天結算。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按發票日期計算的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帳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二零一六二零一六二零一六年年年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3個月內  757,840 800,983 

 4 至 6個月  210,144 225,442 

 7 至 12個月  15,364 10,850 

 超過 1 年  58,565 14,611    _________ _________ 

   1,041,913 1,051,886 
   ▆▆▆▆▆▆▆▆▆▆▆▆▆▆▆ ▆▆▆▆▆▆▆▆▆▆▆▆▆▆▆    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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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本股本股本股本 

   二零一六二零一六二零一六二零一六年年年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股本： 

  2,000,000,000 股每股面值 0.1 港元股份  200,000 200,000 
   ▆▆▆▆▆▆▆▆▆▆▆▆▆▆▆ ▆▆▆▆▆▆▆▆▆▆▆▆▆▆▆    _________ _________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1,134,708,445股 

    （二零一五年：1,119,977,185 股）       每股面值 0.1 港元股份  113,471 111,997
   ▆▆▆▆▆▆▆▆▆▆▆▆▆▆▆ ▆▆▆▆▆▆▆▆▆▆▆▆▆▆▆    _________ _________ 

 

本年度股本變動如下: 
 

  已發行每股   

  面值 0.1 港元的  股份 

    股份數目 股本 溢價賬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1,161,950,000 116,195 539,238 655,433 
 

 因行使購股權 
  而發行股份（附註(i)）  16,514,000 1,651 15,922 17,573 
 

 因行使認股權證 
  而發行股份（附註(ii)）  13,671,185 1,367 61,520 62,887 
 

 股份發行開支  - - (418) (418) 
 

 註銷已購回股份（附註(iii)）  (72,158,000) (7,216) (247,941) (255,157) 
 

  轉撥自僱員股份報酬儲備                 - - 24,405 24,405 
 

  二零一四年末期股息  - - (174,664) (174,664) 
         ___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1,119,977,185 111,997 218,062 330,059 
 

 因行使購股權 
  而發行股份（附註(i)）  14,730,000 1,473 12,815 14,288 
 

 因行使認股權證 
  而發行股份（附註(ii)）  1,260 1 6 7 
 

 股份發行開支  - - (9) (9) 
 

 轉撥自僱員股份報酬儲備  - - 14,820 14,820 
 

  二零一五年末期股息  - - (167,997) (167,997) 
 
         ___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134,708,445 113,471 77,697 191,168   ▇▇▇▇▇▇▇▇▇▇▇▇▇▇▇▇▇▇▇▇ ▇▇▇▇▇▇▇▇▇▇▇▇▇ ▇▇▇▇▇▇▇▇▇▇▇▇▇ ▇▇▇▇▇▇▇▇▇▇▇▇▇   ___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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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本股本股本股本（（（（續續續續）））） 

 
附註： 
 

(i) 年內，本公司根據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行使購股權，以每股0.97港元（二零一五

年：0.97港元）之行使價發行14,730,000股（二零一五年：15,844,000股）股份

及並無以每股3.29港元之行使價發行股份（二零一五年：670,000股），導致以

總代價14,288,000港元（二零一五年：17,573,000港元）（扣除開支前）發行每

股面值 0.1港元共14,730,000股（二零一五年：16,514,000股）股份。於購股權

獲行使時，為數14,82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24,405,000港元）的金額已由僱

員股份報酬儲備轉撥至股份溢價帳。 

 
(ii) 本公司已進行發行紅利認股權證（「認股權證認股權證認股權證認股權證」），比例為按於記錄日期（即二

零一五年四月九日）每持有八股股份可獲發一份認股權證，致使發行

143,954,000份認股權證。每份認股權證賦予認股權證持有人權利於二零一五年

四月十五日至二零一六年十月十四日（首尾兩天包括在內）之期間的任何時間

內，按初步認購價每股4.60港元（可予調整）認購一股認股權證股份。 

 
年內，本公司根據若干認股權證持有人行使認股權證所附之認購股權，以每股

4.60港元之認購價發行合共1,260股（二零一五年：13,671,185股）認股權證股

份，導致以總代價6,000港元（二零一五年：62,887,000港元）（扣除開支前）

發行每股面值0.10港元共1,260股（二零一五年：13,671,185股）股份。認股權

證股份的已發行股本按面值增加，而就此收取的溢價扣除相關費用後已相應計入

本公司的股份溢價帳。 

 
認股權證中的認購權已於二零一六年十月十四日到期。 

 

(iii) 於截止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以總代價254,659,000港元從

香港交易所購回67,180,000股股份，其中67,180,000股已購回股份已於二零一五

年內註銷。經註銷股份的已發行股本按面值削減，而就此支付的溢價連同相關費

用已相應自本公司的股份溢價賬扣除。於二零一四年購回的4,978,000股股份，

並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持作庫存股份，亦已於二零一五年一月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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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及前景業務回顧及前景業務回顧及前景業務回顧及前景 

業務回顧及前景 

二零一六年綜觀全年，環球政治影響下經濟大幅波動，資本市場趨勢複雜多變，經濟增長乏

力，加上外圍環境不明朗的壓力下，各行業備受壓。全球個人電腦市場亦持續疲乏，根據市

場研究機構高德納(Gartner)發佈的統計數據， 二零一六年全球個人電腦出貨量僅為 2.7 億

台，同比下降 6.2%，自二零一二年以來連續五年報跌。作為全球領先的筆記本型電腦機殼

生產商，巨騰的業務與市場絲絲相扣，經歷兩年逆市增長的巨騰業務表現亦受到持續低靡的

市場拖累。 

 

於本年內，全球個人電腦出貨量下跌，據市場調查研究公司 Digitimes Research 發佈的數據

分析，消費者延遲購買新電腦的計劃，製造商也減少推出新型號筆記本型電腦數量，引致銷

貨量下跌。此外，由於需求下跌，製造商也相應下調銷售價格，亦影響巨騰業務表現。雖然

人民幣自去年以來持續貶值，縱有助降低製造成本，但為保持與客戶之長期合作關係，巨騰

亦按市場需要相應調節價格，因而導致毛利率下降，影響利潤。 

 

另一邊廂，根據國際數據咨詢公司(IDC)發佈的數據統計，預計二零一七年個人電腦市場將

會漸趨平穩，消費者個人電腦的出貨量跌幅有望收窄至 3%，而商用板塊更有望達至 1%增

幅。因此，巨騰對於市場前景保持樂觀的看法，繼續緊貼市場趨勢，迎合市場需要。 

 

展望未來，巨騰的主要核心業務仍然會聚焦於筆記本型電腦機殼業務上，但巨騰也在不斷尋

找新的業務板塊機遇，希望擴展公司業務範圍，從而增加利潤。另外，IDC 表示，由於消費

者對輕薄型筆記本電腦的需求增加，預計於二零一七年會因而帶動中國及其他亞太地區的筆

記本電腦銷售量。因此我們相信目前所參與的二合一個人電腦產品機殼業務將繼續向好。二

合一電腦產品主要是採用金屬機殼，反映未來高端筆記本電腦產品對金屬材料需求的趨勢，

印證本集團擴充生產金屬機殼的企業發展戰略是正確的。 

 

作為全球領先的筆記本型電腦及手持裝置機殼製造商，巨騰的生產與研發技術均傲視同群，

在塑料機殼，金屬機殼和複合材料機殼產品中均得到認同。但巨騰會將資源集中投放在金屬

機殼業務上，努力改善集團的利潤率和優化產品種類。 

 

巨騰將緊隨市場潮流，積極開拓新市場及新產品的研發，保持其行業競爭力。我們相信巨騰

定必繼續向投資者展現強大韌力，在極具挑戰的環境下穩定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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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財務回顧財務回顧財務回顧 

於本年度，由於全球筆記本型電腦外殼出貨量減少及向下調整本集團產品的銷售價格以維持

本集團的市場份額，本集團收入下跌約10.4%至約 8,002,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 

約 8,936,000,000港元）。此外，由於售價下跌和收入減少，集團於年內的毛利率下跌約 

16.8%（二零一五年: 約21.3%）。 

 

本集團的其他收入及收益主要包括津貼收入約  146,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約

44,000,000港元）和匯兌收益約 103,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約74,000,000港元）。於

本年度，由於於中國的若干附屬公司已收取的數項政府津貼大幅上升及由於人民幣貶值所帶

動外幣匯兌收益上升，本集團的其他收入及收益上升約 77%至約 273,000,000港元（二零一

五年：約154,000,000港元），佔本集團收入約3.4%（二零一五年：約1.7%）。 

 

於本年度，由於人民幣貶值，本集團的經營支出（包括行政開支和銷售及分銷成本）下降約

4.2%，至約727,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約759,000,000港元）。由於收入下跌，本集

團的經營成本佔本集團收入之百分比上升至約9.1%（二零一五年：約8.5%）。 

 

於本年度，本集團的其他開支主要包括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虧損約 39,000,000 港元

（二零一五年：31,000,000 港元）。由於沖銷部份應收賬款金額大幅下降，本集團的其他

開支下降約 20%至約 48,000,000 港元（二零一五年：約 61,000,000 港元），佔本集團收

入約 0.6 %（二零一五年：約 0.7%）。 

 

於本年度，本集團融資成本約 94,000,000 港元（二零一五年：約90,000,000港元），較二

零一五年上升約 4.5%，是由於貸款利率上升所致。於本年度，利息資本化約 8,100,000 港

元（二零一五年：約6,900,000港元）。 

 

於本年度，由於除稅前盈利下跌，本集團所得稅開支約156,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約

205,000,000港元），較二零一五年同期下跌約23.7%。 

 

於本年度，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501,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約875,000,000

港元），較去年同期下跌約 42.8%。溢利下跌主要因為本集團的收入和毛利下跌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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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銀行借貸總額約為4,449,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約4,904,000,000港元），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下降約9.3%。本

集團的銀行借貸包括一年內到期的短期貸款、二年期貸款及五年期循環銀團貸款。於二零一

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銀行貸款約4,417,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4,848,000,000港元）及約32,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6,000,000

港元），分別以美元及新台幣結算。 

 

於本年度，本集團來自經營活動之現金流由去年同期約1,536,000,000港元上升至約

1,897,000,000港元，其上升原因主要是由於應收貿易款下降，以及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

用增加。因新建泰州廠房和購入固定資產以擴充位於江蘇省以及重慶市廠房的產能，本集團

錄得來自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約1,274,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約1,358,000,000港

元）。於本年度，由於償還部份聯貸借款額度，本集團錄得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約

601,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約140,000,000港元）。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

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 1,529,000,000 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541,000,000港元）。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銀行借貸總額約4,449,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4,904,000,000港元）除以總資產約14,808,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約15,456,000,000港元）計算之本集團借貸比率約為 30%（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約31.7%）。由於銀行借貸總額減少，借貸比率下降。 

 

財務比率財務比率財務比率財務比率 

於本年度，本集團存貨周轉日數為 71 天（二零一五年：67 天），比二零一五年略高是由於

期內收入下跌。本集團存貨下跌約 0.5%，由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

1,296,000,000 港元下跌至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 1,289,000,000 港元。 

 

於本年度，本集團應收貿易款項周轉日數上升至132天（二零一五年：126天），是由於年

內客戶回款較慢。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貿易款項下跌約6.6%至約

2,876,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080,000,000港元）。 

 

於本年度，本集團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周轉日數為57天（二零一五年：55天）與二零一五

年相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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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資產抵押資產抵押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無任何租賃土地與樓宇

及機器用作抵押本集團銀行信貸之擔保。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的股票已

經抵押作為本集團銀行信貸之擔保。 

 

外匯風險外匯風險外匯風險外匯風險 

由於本集團大部分收益以美元結算，而本集團大部分開支以人民幣為主，人民幣貶值將對本

集團之盈利能力帶來正面影響。於本年間，本集團錄得約103,000,000港元的匯兌收益(二零

一五年：約74,000,000港元)。然而，本集團的管理層將持續監察本集團的匯兌風險，並採

取保守的措施以減低因外匯波動而帶來的不利影響。 

 

僱員僱員僱員僱員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約有34,000名僱員（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34,000名僱員）。本集團錄得僱員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約為2,012,000,000港元（二零

一五年：約2,096,000,000港元）。 

 

本集團僱員之薪酬與目前市況看齊，並按照個人表現調整。薪酬福利及政策會定期檢討，並

根據評核本集團的表現及個別僱員的表現後，向僱員支付酌情花紅。本集團為香港僱員設立

界定供款強制性公積金退休福利計劃，並且按中國的適用法律及法規為其中國僱員提供福利

計劃。 

 

資本承擔資本承擔資本承擔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關收購土地、樓宇、機器及辦公室設備的已訂約但

未在財務資料撥備的資本承擔約為258,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110,000,000港元）。 

 

或然負債或然負債或然負債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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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購買購買購買、、、、出售或出售或出售或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及各附屬公司於本年度均無購買、出售或

贖回本公司的任何上市證券。 

 

末期股息末期股息末期股息末期股息 
 
董事建議就截止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向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名列本公司

股東名冊之股東派發末期股息每股10港仙（二零一五年：每股15港仙），惟須待本公司股

東於二零一七年五月十八日舉行的應屆股東週年大會（「股東股東股東股東週年大會週年大會週年大會週年大會」）上批准方可作

實。 

 

暫停辦理股份登記暫停辦理股份登記暫停辦理股份登記暫停辦理股份登記    

 

為決定股東是否符合資格出席本公司的股東週年大會，本公司將由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五日至

二零一七年五月十八日（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東登記。為符合資格出席本公司的應屆

股東週年大會，務請股東確保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二日

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股份登記分處股份登記分處股份登記分處股份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

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22樓。 

 

為決定股東是否符合資格享有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擬派末期股息，以及在本公司股

東週年大會上由股東通過決議批准派發末期股息之條件下，本公司亦將由二零一七年五月二

十四日至及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東登記。為符合資格獲派

將於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的末期股息(大概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日支付)，務請股

東確保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三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

達本公司股份登記分處上述地址。 

 

企業管治企業管治企業管治企業管治常規常規常規常規 
 

本公司相信恰當稱身的企業管治常規對其穩健發展及業務所需相當重要，故積極制訂及實施

恰當稱身的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已採納香港聯合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香港聯交所香港聯交所香港聯交所」）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附錄14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規定。本公司及本公司的企業管治

委員會定期審核其企業管治常規，以確保遵守企業管治守則。除下文所披露者外，於本年

度，本公司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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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A.2.1條守則規定條守則規定條守則規定條守則規定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第A.2.1條守則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職權應有區分，不得由一人同時 

兼任。鄭立育先生為董事會主席，惟本公司並無委任行政總裁。本集團的日常業務管理及執

行董事會指示與指令均由本集團管理層（包括本集團部分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負責。

董事相信，將本集團不同範疇的日常管理工作交由擁有不同經驗及資歷的高級管理人員處 

理，本集團可提高實行業務計劃的效益及效率。 

 

由於董事會希望鄭立育先生能專注本集團的整體戰略規劃、市場分析與預測，及訂立公司未

來發展方向，故委任邱輝欽先生為本集團執行長，負責集團的整體營運管理，自二零一七年

三月一日起生效。此等安排符合企業管治守則第A.2.1條之規定。 

 

董事會將繼續不時檢討本集團的管理架構，並於有需要時作出適當改變並通知股東有關事

宜。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並應用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其條款不遜於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

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所規定的標準。經向全體董事作

出具體查詢後，本公司認為全體董事於本年度一直遵守標準守則及本公司行為守則的標準。 

 

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 
 
董事會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採用的會計政策、會計準則與慣例，以及本集團於本年度 

的綜合財務資料及業績。 

 

安永安永安永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的工作範圍會計師事務所的工作範圍會計師事務所的工作範圍會計師事務所的工作範圍 
 
於本公告載列關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損益

表、綜合全面收益表和相關附註之數字已獲本公司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認可與本集團本

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載金額相符。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就此進行的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

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委聘準則或香港保證委聘準則界定的保證委聘。因

此，安永會計師事務所並無就本公告發表任何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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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刊刊刊發發發發全年全年全年全年業績和業績和業績和業績和年年年年報報報報 
 
全年業績公布刊於本公司網站（http://www.irasia.com/listco/hk/juteng）及香港交易所網站 

（http:/ /www.hkexnews.hk）。二零一六年報將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亦將適時根據 

上市規則，於本公司及香港交易所網站供查閱。 

 
 

承董事會命 

巨騰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巨騰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巨騰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巨騰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鄭立育 

 
香港，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鄭立育先生、邱輝欽先生、黃國光先生、林豐杰先生及徐容國先

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程嘉君先生、蔡文預先生及葉偉明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