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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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七七七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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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收入約為 7,752,000,000 港元，同比下跌約

3.1%。 

�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毛利約為 1,104,000,000 港元，同比下跌約

17.8%。 

�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毛利率由約 16.8%下跌至約 14.2%。 

�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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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000,000

港元，同比減少約 84.6%。 

�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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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港仙，同比減少約 84.5%。 

�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資產淨值約達 5.9 港元，比

對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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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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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七七七七年年年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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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51,797 8,002,359 

 
銷售成本  (6,647,762) (6,659,322)   _________ _________ 

 
毛利   1,104,035 1,343,037  

 
其他收入及收益 3 212,988 273,360 

銷售及分銷開支  (109,333) (105,854) 

行政開支  (702,063) (621,588) 

其他開支  (134,451) (48,453) 

融資成本 4 (108,661) (94,363)    _________ _________ 

 
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 5 262,515 746,139 

 
所得稅開支 6 (95,163) (156,412)    _________ _________ 

 
本本本本年度年度年度年度溢利溢利溢利溢利  167,352 589,727 
  ▆▆▆▆▆▆▆▆▆▆▆▆▆▆▆ ▆▆▆▆▆▆▆▆▆▆▆▆▆▆▆   _________ _________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76,929 500,586 

    非控制權益  90,423 89,141   _________ _________ 

  167,352 589,727 
  ▆▆▆▆▆▆▆▆▆▆▆▆▆▆▆ ▆▆▆▆▆▆▆▆▆▆▆▆▆▆▆   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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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45.1 
  ▆▆▆▆▆▆▆▆▆▆▆▆▆▆▆ ▆▆▆▆▆▆▆▆▆▆▆▆▆▆▆   _________ _________ 
 

    －攤薄（港仙）  6.9 44.3 
  ▆▆▆▆▆▆▆▆▆▆▆▆▆▆▆ ▆▆▆▆▆▆▆▆▆▆▆▆▆▆▆   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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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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七二零一七二零一七二零一七年年年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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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352 589,727   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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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2,617 (680,528) 

 
可供出售投資： 

      公平值變動  10,265 (9,017)  

      所得稅影響  (1,162) 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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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 _________ 

  9,103 (4,693)    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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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1,720 (685,221)   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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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9,072 (95,494) 
  ▆▆▆▆▆▆▆▆▆▆▆▆▆▆▆ ▆▆▆▆▆▆▆▆▆▆▆▆▆▆▆   _________ _________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770,155 (59,361) 

    非控制權益  218,917 (36,133)   _________ _________ 

  989,072 (95,494) 
  ▆▆▆▆▆▆▆▆▆▆▆▆▆▆▆ ▆▆▆▆▆▆▆▆▆▆▆▆▆▆▆   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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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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二零一七二零一七二零一七年年年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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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62,966 8,079,378 

土地地租  596,427 486,086 

遞延稅項資產  52,855 5,727 

商譽  53,985 53,985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預付款項  8,790 73,172 

可供出售投資  24,987 14,581   _________ _________ 

非流動資產總額  9,200,010 8,712,929   _________ _________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存貨  1,545,656 1,289,404 

應收貿易款項 9 2,744,612 2,875,87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54,903 369,576 

已抵押及限制銀行結餘  39,809 31,459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750,770 1,529,053   __________ _________ 

流動資產總額  6,435,750 6,095,362   _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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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19,973 1,041,913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491,665 1,027,432 

應付稅項  200,547 201,857 

計息銀行借貸   2,463,662 1,657,469   __________ _________ 

流動負債總額  5,075,847 3,928,671   __________ _________ 
 

流動資產淨額流動資產淨額流動資產淨額流動資產淨額  1,359,903 2,166,691   _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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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59,913 10,879,620   _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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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317 2,791,440 

遞延收入  154,127 302,787 

遞延稅項負債  52,084 41,399   __________ _________ 

非流動負債總額  2,211,528 3,135,626   __________ _________ 
 

資產淨值  8,348,385 7,743,994 
   ▆▆▆▆▆▆▆▆▆▆▆▆▆▆▆ ▆▆▆▆▆▆▆▆▆▆▆▆▆▆   _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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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14,755 113,471 

儲備  6,632,921 6,248,731   _________ _________ 

  6,747,676 6,362,202 
非控制非控制非控制非控制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1,600,709 1,381,792   __________ _________ 

權益總額  8,348,385 7,743,994 
  ▆▆▆▆▆▆▆▆▆▆▆▆▆▆▆ ▆▆▆▆▆▆▆▆▆▆▆▆▆▆   _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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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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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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可供出售投資以公平值計量。本財務資訊以港元（「港港港港

元元元元」）呈報，而除另有指明外，所有數值均約整至千位。 

 

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 7 號（修訂）  披露計劃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修訂）  確認未實現損失的遞延所得稅資產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 號（修訂）  於其他實體中權益的披露:  

  包含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四年       釐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 號 

  至二零一六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之範圍 

 

採納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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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任何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任何修訂本及新訂或經修訂的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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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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二零一七二零一七二零一七年年年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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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11,024 7,867,765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  105,228 95,957 

 其他       35,545 38,637      _________ _________ 

   7,751,797 8,002,359 
  ▆▆▆▆▆▆▆▆▆▆▆▆▆▆▆ ▆▆▆▆▆▆▆▆▆▆▆▆▆▆▆    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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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二零一七二零一七二零一七年年年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香港除外）  8,912,943 8,515,389 

中華民國  149,197 177,204 

其他  28 28    _________ _________ 

   9,122,168 8,692,621 
  ▆▆▆▆▆▆▆▆▆▆▆▆▆▆▆ ▆▆▆▆▆▆▆▆▆▆▆▆▆▆▆    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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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分別來自五大客戶的銷售（各佔本集團

10%或以上銷售收入）收入約為 1,769,138,000 港元、1,536,583,000 港元、

1,205,066,000 港元、870,422,000 港元及 826,970,000 港元，包括向該等客戶受共

同控制的實體的銷售收入。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分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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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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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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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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七七七七年年年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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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51,797 8,002,359 
  ▆▆▆▆▆▆▆▆▆▆▆▆▆▆▆ ▆▆▆▆▆▆▆▆▆▆▆▆▆▆▆    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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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94 9,812 

 津貼收入  143,411 145,761 

補償收入  15,710 1,211 

 租金收入  21,797 9,418 

股息  361 699 

外幣匯兌收益淨額  - 102,830 

其他  10,115 3,629    _________ _________ 

   212,988 273,360 
  ▆▆▆▆▆▆▆▆▆▆▆▆▆▆▆ ▆▆▆▆▆▆▆▆▆▆▆▆▆▆▆    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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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二零一七二零一七二零一七年年年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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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482 102,505 
       _________ _________ 

 

 不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負債利息支出總額         117,482 102,505 

 減: 貸款利息資本化         (8,821) (8,142)    _________ _________ 

           108,661 94,363 
  ▆▆▆▆▆▆▆▆▆▆▆▆▆▆▆ ▆▆▆▆▆▆▆▆▆▆▆▆▆▆▆    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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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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二零一七二零一七二零一七年年年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已售存貨的成本  6,696,952 6,616,459 

 折舊  1,026,830 983,657 

 土地地租攤銷  12,923 11,899 

 滯銷及陳舊存貨撥備／（撥備回撥）  (51,769) 40,28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虧損淨額  8,220 38,827 

 可供出售投資項目減值  - 3,415 

外幣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98,880 (102,830) 
  ▆▆▆▆▆▆▆▆▆▆▆▆▆▆▆ ▆▆▆▆▆▆▆▆▆▆▆▆▆▆▆    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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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一六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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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二零一七二零一七二零一七年年年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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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302 135,315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422 4,612 

    即期－海外 

                 本年度開支  26,784 38,098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36,885) (35,145) 

  遞延稅項  (35,460) 13,532    _________ _________ 

         本年度稅項開支總額  95,163 156,412 
  ▆▆▆▆▆▆▆▆▆▆▆▆▆▆▆ ▆▆▆▆▆▆▆▆▆▆▆▆▆▆▆    _________ _________ 

 
 
7.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七七七七年年年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建議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8港仙 

 （二零一六年：10港仙）（附註）  91,804 113,471 
   ▆▆▆▆▆▆▆▆▆▆▆▆▆▆▆ ▆▆▆▆▆▆▆▆▆▆▆▆▆▆▆    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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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續續續續）））） 

 

 附註： 

 

本年度之建議末期股息須待本公司股東於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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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929,000 港元（二零一六

年：500,586,000 港元）及本年度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101,919,378 股（二零

一六年：1,110,895,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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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929,000 港元（二零一六

年：500,586,000 港元）計算。用作計算的本年度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1,101,919,378 股（二零一六年：1,110,895,303 股），惟不包括期內根據股份獎勵

計劃所持有之股份，與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加權平均數相同，而於所有具攤薄潛

力普通股被視作獲行使為普通股時以無償形式發行的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為 

7,812,080 股（二零一六年：18,403,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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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二零一七二零一七二零一七年年年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3個月內  1,857,513 2,113,334 

 4 至 6個月  853,535 748,380 

 7 至 12個月  33,564 14,156    _________ _________ 

   2,744,612 2,875,870 
   ▆▆▆▆▆▆▆▆▆▆▆▆▆▆▆ ▆▆▆▆▆▆▆▆▆▆▆▆▆▆▆    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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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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七七七七年年年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概無逾期及減值  2,200,688 2,475,806 

逾期 1 至 3個月  532,519 391,890 

逾期 4 至 6個月  10,050 7,624 

逾期 7 至 12個月  1,355 550    _________ _________ 

   2,744,612 2,875,870 
   ▆▆▆▆▆▆▆▆▆▆▆▆▆▆▆ ▆▆▆▆▆▆▆▆▆▆▆▆▆▆▆    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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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七七七七年年年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3個月內  679,754 757,840 

 4 至 6個月  181,257 210,144 

 7 至 12個月  9,171 15,364 

 超過 1 年  49,791 58,565    _________ _________ 

   919,973 1,041,913 
   ▆▆▆▆▆▆▆▆▆▆▆▆▆▆▆ ▆▆▆▆▆▆▆▆▆▆▆▆▆▆▆    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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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本股本股本股本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七七七七年年年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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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7,550,445 股 

    （二零一六年：1,134,708,445 股）       每股面值 0.1 港元股份  114,755 113,471
   ▆▆▆▆▆▆▆▆▆▆▆▆▆▆▆ ▆▆▆▆▆▆▆▆▆▆▆▆▆▆▆    _________ _________ 

 

本年度股本變動如下: 

  

 已發行每股 面值 0.1 港元的 股份數目 

 股本 千港元 

 股份 溢價帳 千港元 

總額 千港元 

     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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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 1,134,708,445 113,471 77,697 191,168 

     因行使購股權 

   而發行股份（附註(i)） 12,842,000 1,284 11,173 12,457 

     轉撥自僱員股份報酬獎勵儲備 - - 14,398 14,398 

     二零一六年末期股息 - - (77,697) (77,697)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147,550,445 114,755 25,571 14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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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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

年：0.97港元）之行使價發行12,842,000股（二零一六年：14,730,000股）股

份，導致以總代價12,457,000港元（二零一六年：14,288,000港元）（扣除開支

前）發行每股面值 0.1港元共12,842,000股（二零一六年：14,730,000股）股

份。於購股權獲行使時，為數14,398,000港元（二零一六年：14,8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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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止年度，本公司根據若干紅利認股權證持有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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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認股權

證股份，導致以總代價6,000港元（扣除開支前）發行每股面值0.10港元共1,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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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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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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全球個人電腦出貨量態勢依舊不景氣，需求增長持續緩慢。市場研究機構高納

德（Gartner）和國際數據諮詢公司（IDC）發佈的統計資料均顯示二零一七年全球個人電腦

出貨量持續下跌。作為全球領先的筆記本電腦機殼製造商，巨騰的業務發展受到持續低迷的

市場拖累，整體業績處於下跌態勢。。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集團總收入錄得下跌約 3.1% 至約

7,752,000,000 港元，毛利率同比收縮約 2.6%。收入和毛利率下跌受多個因素影響。一方

面，全球個人電腦出貨量持續下跌導致集團收入減少；另一方面，廠房產能供大於求，使平

均單位出貨量的生產成本上升。此外，由於集團之廠房位於中國大陸，回顧期內人民幣升值

使得生產成本及人工成本提高。 

 

雖然二零一七年個人電腦出貨量依舊下跌，但業內已洞察到其回暖趨勢。IDC 所公布的統計

數據顯示，2017 年的全年個人電腦出貨量表現已優於預期，且為二零一一年以來表現最為

穩定的一年。目前，儘管市場上存在因為個人電腦零部件成本升高導致價格上漲的情況，但

受 Windows10 所帶來的換機潮的影響，預計個人電腦市場將在二零一八年實現增長。加之

行業內創新產品 Always Connected PCs 的研發推進及針對個人電腦購買動力的改變，多重

利好因素的疊加使得巨騰相信未來個人電腦市場將有回暖表現。巨騰將持續保持對行業趨勢

的密切關注和洞察。 

 

展望未來，巨騰的主要業務仍會聚焦在筆記本電腦機殼的生產上。但由於近年來市場需求的

變化，二合一電腦產品受到更多消費者的青睞，本公司將靈活應對市場對於材質偏好的改

變，繼續拓展二合一電腦機殼的研發和生產，提升在二合一電腦機殼領域的市場佔有率。此

外，巨騰也會積極尋求新的業務發展板塊，以滿足不同的消費者需要，從而提升應對市場風

險的能力。 

 

與此同時，公司將保持和發揚在塑料機殼方面累積的先進生產技術和多年行業經驗，穩定該

類型機殼的訂單量及市場份額，並在現有基礎上夯實塑料機殼的品質以滿足市場的需要。另

一方面，集團將繼續推進金屬機殼和複合材料機殼的發展，使公司產品能夠充分覆蓋不同種

類的個人電腦，為公司帶來有效的利潤增長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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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動蕩的外部環境為公司發展帶來了不可忽略的風險和挑戰，但由於公司緊貼市場脈搏，

根據市場需求調整業務結構，雖不免受到市場拖累，但業務及財務表現依舊穩健。未來，為

了繼續維持行業領先地位，巨騰會更加關注市場趨勢，抓住個人電腦升級帶來的發展機遇，

優化產品類型和公司產能，改善公司利潤率，開源節流，降本增效。巨騰相信，經歷過市場

的跌宕後，巨騰將更加企穩行業龍頭的地位，隨著逐漸復甦的個人電腦行業，預期會獲得更

穩健的業績表現。 

 

財務回顧財務回顧財務回顧財務回顧 

由於全球筆記本型電腦需求依然低迷，市場繼續處於下跌趨勢。於本年期間，本集團收入輕

微下降約3.1%至約7,752,0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約8,002,000,000港元）。由於銷售收

入下跌及生產成本上升，本集團於本年度的毛利率下降至約14.2%（二零一六年：約

16.8%）。 

 

於本年度，本集團的其他收入及收益主要包括津貼收入約 143,0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

約146,000,000港元）和租金收入約 22,0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約9,000,000港元）。

由於產生外幣匯兌虧損（已包含於其他開支內），對比二零一六年同期則錄得約

103,000,000港元的外幣匯兌收益，本集團的其他收入及收益下跌約  22.1%至約 

213,0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約273,000,000港元），佔本集團收入約2.7%（二零一六

年：約3.4%）。 

 

於本年度，由於按於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九日採納的股份獎勵計劃（「股份獎勵計劃」）授出

獎勵股份而確認約22,000,000港元費用及人民幣升值，本集團的經營支出（包括行政開支和

銷售及分銷成本）上升約11.5%，至約811,0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約727,000,000港

元）。因此，本集團的經營成本佔本集團收入之百分比上升至約10.5%（二零一六年：約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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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000 港元

（二零一六年：約 39,000,000 港元）﹑由人民幣升值所導致的外幣匯兌虧損約 99,000,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外幣匯兌收益約 103,000,000 港元）及由精簡模具部員工而產生的員工

補償約 25,000,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約 400,000 港元）。本集團的其他開支上升約

177.5%至約 134,000,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約 48,000,000 港元），佔本集團收入約 1.7 

%（二零一六年：約 0.6%）。 

 

於本年度，本集團融資成本約 109,000,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約94,000,000港元），較二

零一六年上升約  15.2%，主要是由於貸款利率上升所致。於本年度，利息資本化約 

8,800,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約8,1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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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年度，由於除稅前盈利下跌，本集團所得稅開支約95,0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約

156,000,000港元），較二零一六年同期下跌約39.2%。於本年度，本集團的有效稅率約為

36.3%（二零一六年：21.0%）主要因為並無就部份稅務虧損認列遞延稅項資產。 

 

於本年度，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77,0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約501,000,000

港元），較去年同期下跌約 84.6%。溢利下跌主要因為本集團的毛利下跌與及行政及其他費

用上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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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銀行借貸總額約為4,469,0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約4,449,000,000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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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銀行貸款約

4,431,0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417,000,000港元）及約38,000,000港

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2,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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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六年約1,897,000,000港元下跌至約

1,104,000,000港元，其下跌原因主要是由於稅前溢利減少及應付貿易款及票據下降。由於

就泰州市廠房的產能而購入固定資產和收取搬遷廠房之補償收入，本集團錄得來自投資活動

之現金流出淨額約469,0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約1,274,000,000港元）。於本年度，由

於按股份獎勵計劃購買本公司股份，本集團錄得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約450,000,000港

元（二零一六年：約601,0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

銀行結餘約為1,751,0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529,000,000港元）。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銀行借貸總額約4,469,0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約4,449,000,000港元）除以總資產約15,636,0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約14,808,000,000港元）計算之本集團借貸比率約為 28.6%（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約30%）。由於總資產上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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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天（二零一六年：71 天），較二零一六年為高是由於

銷售下跌。本集團存貨上升約 19.9%，由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1,289,000,000 港

元上升至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 1,546,000,000 港元。 

 

於本年度，本集團應收貿易款項周轉日數輕微下降至129天（二零一六年：132天）。於二

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貿易款項下跌約4.6%至約2,745,0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2,876,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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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年度，本集團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周轉日數下跌至51天（二零一六年：57天），主要

因為較早向供應商付款以獲得較佳貿易條款。 

 

資產抵押資產抵押資產抵押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若干賬面淨值約為21,773,000港元（二零一六年：無）的樓

宇用作抵押本集團銀行信貸之擔保。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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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升值對本集

團之盈利能力帶來負面影響。於本年間，本集團錄得約99,000,000港元的外幣匯兌虧損（二

零一六年：外幣匯兌收益約103,000,000港元）。然而，本集團的管理層將持續監察本集團

的外幣匯兌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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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約有32,000名僱員（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34,000名僱員）。本集團錄得僱員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約為2,144,000,000港元（二零

一六年：約2,012,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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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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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0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258,000,000港元）。 

 

或然負債或然負債或然負債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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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年度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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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建議就截止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向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名列本公司

股東名冊之股東派發末期股息每股8港仙（二零一六年：每股10港仙），惟須待本公司股東

於二零一八年五月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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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由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一日至

二零一八年五月十六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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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五月十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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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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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亦將由二零一八年五月二

十四日至及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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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支付），務請

股東確保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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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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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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一日前，鄭立育先生為本公司董事會主席，惟本公司並沒有委任執行長。

由於董事會希望本公司之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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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改善公司未來發展方向，故委任邱輝欽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及執行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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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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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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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三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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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