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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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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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冠捷」或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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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收入 2,238,738 2,123,189
銷售成本 (2,039,221) (1,953,856)

  
毛利 199,517 169,333

其他收入 11,198 18,180

其他（虧損）╱收益 — 淨額 (15,513) 4,492

銷售及分銷開支 (101,642) (85,882)
行政開支 (39,141) (39,480)
研究及開發費用 (42,312) (41,221)

經營利潤 12,107 25,422

財務收入 1,681 1,470
財務成本 (9,785) (11,701)

財務成本 — 淨額 (8,104) (10,231)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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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應佔（虧損）╱利潤：
聯營公司 (3,742) 1,218

除所得稅前利潤 261 16,409
所得稅費用 (9,415) (5,703)

本期（虧損）╱利潤 (9,154) 10,706

（虧損）╱利潤歸屬於：
本公司所有者 (7,993) 9,892
非控制性權益 (1,161) 814

(9,154) 10,706

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之每股（虧損）╱盈利
— 基本 (0.34)美仙 0.42美仙

— 攤薄 (0.34)美仙 0.42美仙

股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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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無形資產 533,580 545,117
物業、廠房及設備 492,095 502,651
土地使用權 18,165 17,957
投資物業 241,634 238,288
聯營公司投資 41,702 43,838
衍生金融工具 4,287 4,289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3,113 3,168
遞延所得稅資產 87,721 81,519
預付款及其他資產 18,510 24,290

1,440,807 1,461,117

流動資產
存貨 1,354,630 1,317,821
應收賬款 1,866,272 1,983,543
按金、預付款及其他應收款 251,924 260,792
按公允值透過損益列賬的財務資產 22,352 21,517
當期可退回所得稅 8,297 7,944
衍生金融工具 33,075 31,070
已抵押銀行存款 929 905
短期銀行存款 42,809 29,295
現金及現金結餘 434,492 450,393

4,014,780 4,103,280

總資產 5,455,587 5,564,397

權益及負債
本公司所有者應佔權益
股本 23,456 23,456
其他儲備 1,518,195 1,535,228

1,541,651 1,558,684
非控制性權益 3,565 4,615

總權益 1,545,216 1,563,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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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借款及貸款 487,315 484,772
遞延所得稅負債 41,077 39,776
退休金責任 12,930 12,600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款 112,828 116,406
衍生金融工具 3,742 2,551
撥備 1,560 1,517

659,452 657,622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913,924 2,024,052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款 915,137 958,663
當期所得稅負債 18,778 14,717
撥備 201,563 203,520
衍生金融工具 32,600 45,456
借款及貸款 168,917 97,068

3,250,919 3,343,476

總負債 3,910,371 4,001,098

總權益及負債 5,455,587 5,564,397

流動資產淨額 763,861 759,80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204,668 2,22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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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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無）。

利潤之稅項乃按期內估計應課稅利潤按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國家╱地區之當前稅率計算。

已於綜合收益表中扣除╱（計入）之稅項金額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當期所得稅 13,583 8,131

遞延所得稅抵免 (4,168) (2,428)

所得稅費用 9,415 5,703

2. 每股（虧損）╱盈利

 (a) 基本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按本公司所有者應佔（虧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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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本公司所有者應佔（虧損）╱利潤（千美元） (7,993) 9,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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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每股以美仙計） (0.34) 0.42

 (b) 攤薄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乃假設已轉換所有具攤薄潛力之普通股，而以調整已發行普通股之加
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本公司所有者應佔及用以計算攤薄虧損之（虧損）╱利潤 
（千美元） (7,993) 9,892

每股攤薄虧損之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以千位計） 2,345,636 2,345,636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每股以美仙計） (0.34) 0.42

3.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派發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
一日止三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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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概覽

環球經濟隨二零一七年年底發展出的趨勢，於二零一八年第一季度持續改善，為本集
團業務創造一個更有利的經營環境。液晶面板市場持續調整修正，當中因庫存問題，
電視面板價格大幅下跌，其中以四十吋至五十吋分部尤為嚴重，價格按季下跌逾百分
之十。其他大屏幕分部亦錄得價格下跌，五十五吋電視面板價格下跌百分之二，而六
十五吋電視面板價格的跌幅則約為百分之十。監視器面板方面，價格跌幅則因尺寸而
有所不同，跌幅介乎百分之一至五。

於回顧期間，中國消費者意欲有所改善，令中國的電視需求復甦。根據中國研究機構
AVC的數據顯示，在面板價格下跌的刺激下，電視付運量按年增長百分之三至約一千
二百二十萬台（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約一千一百八十萬台）。全球電視付運量為四千
七百七十萬台，去年同期則為四千六百三十萬台。全球監視器付運數目維持穩定，為
二千九百三十萬台（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二千九百一十萬台）。

集團業績

本集團整體表現亦較上季度改善過來。於回顧期間，受惠於付運量增長以及友善的貨
幣環境，總收入為二十二億四千萬美元，較去年業績增長百分之五點四（二零一七年
第一季度：二十一億二千萬美元）。季內面板成本下降，加上美元轉弱，帶動本集團毛
利率較去年增加九十個基點至百分之八點九（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百分之八）。

儘管如此，因外銷增長導致物流成本增加，以及因應將於今年夏天舉行之世界盃而作
出的營銷開支，季內營運開支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至一億八千三百萬美元（二零一七
年第一季度：一億六千七百萬美元），導致除稅前營運近乎收支抵免，並產生股東應
佔虧損八百萬美元（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利潤九百九十萬美元）。

除中國外，本集團於各個區域的收入均錄得增長。歐洲方面，在監視器及電視的付運
量所帶動下，銷售額大增，營業額則按年增長百分之三十一點八，佔總收入的百分之
三十三點二（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百分之二十六點五）。相反，來自中國的收入因需
求減少而下跌，其佔總銷售額的百分之二十三（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百分之三十三
點四）。北美的銷售輕微上升，並佔綜合收入的百分之二十點九（二零一七年第一季
度：百分之二十一點一）。南美經濟出現增長，刺激銷售收入較去年同期增長逾百分
之八十，並佔總銷售額的百分之十二點六（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百分之七點三）。世
界其他地區則佔本集團總收入餘下的百分之十點三（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百分之十
一點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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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

季內付運量較二零一七年同期輕微上升，為三百九十萬台（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三
百六十萬台）。因此，分部收入增加至九億五千九百萬美元（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九
億零六百萬美元）。此外，美元轉弱有助提高分部毛利率，由去年的百分之七點一提
升至百分之九點一。然而，由於面板成本較低，平均售價因此輕微下跌至二百四十八
點一美元（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二百五十三點二美元）。本分部於季內錄得經調整經
營虧損二千九百九十萬美元（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虧損二千七百四十萬美元）。

本集團對歐洲的付運量按年大增近百分之四十，惟中國市場競爭激烈，加上通過互聯
網傳送內容（「OTT」）業務收縮，導致中國市場的銷售下跌，抵銷上述付運量的增加。
不過，本集團於開發高端及大尺寸分部電視的策略發展理想。於二零一八年第一季
度，本集團於此產品分部的付運量按年增加約百分之二十。

關於OTT客戶部份已減值應收賬款一事，本集團就其結付計劃與此等客戶保持定期
聯繫。按事態的正面發展，管理層於季內並無就呆賬作出額外撥備，並將於中期業績
審閱時重新評估有關狀況。

監視器

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付運一千零四十萬台監視器，與去年同期相若（二零一七年第
一季度：一千零三十萬台）。平均售價略高於去年同期，為一百一十五點一美元（二零
一七年第一季度：一百一十點六美元），因此分部收入按年上升百分之五至十一億九
千萬美元（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十一億三千萬美元）。大屏幕型號的付運量有所增
加，佔總付運量逾百分之四十（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百分之三十三點九），本分部毛
利率亦因而增至百分之九點一（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百分之八點四）。儘管如此，由
於營運開支增加，本季的經調整經營利潤為四千六百七十萬美元，而去年同期則為四
千八百六十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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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世界盃舉行在即，預期將帶動全球電視付運量於第二季度出現不俗的增幅。此外，穩
定的經濟環境及貨幣市場繼續為我們的業務創造利好的營運環境。本集團將把握環
球需求增長及較佳的成本環境，於來季取得更高的毛利率。然而，避險情緒升溫，新
興市場的投資放緩，可能影響本集團部份主要市場下半年的需求。在瞬息萬變的市場
中，本集團將時刻保持警惕，調整其業務計劃以保障股東權益。

代表董事會 
主席兼行政總裁  
宣建生博士

香港，二零一八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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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非執行董事李
峻博士、賈海英女士及畢向輝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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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