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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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
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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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LY ELECTRONICS HOLDINGS LIMITED
通力電子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249）

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及
更改所得款項用途

財務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業績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變動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營業額 2,802.2 2,064.8 35.7%
毛利 342.0 308.9 10.7%
經營溢利 116.4 103.8 12.1%
本期溢利 83.3 78.8 5.7%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85.4 78.9 8.2%
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32.82 32.22 1.9%

集團回顧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2,802.2百萬港元，
較去年同期上升35.7%，其中音頻產品銷售額約1,787.1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上
升22.7%，視頻產品銷售額約246.9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下跌37.9%，智能產品
銷售額約566.9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上升6.1倍，部件產品銷售額約186.3百萬港
元，較去年同期上升82.1%。

毛利約342.0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上升10.7%，經營溢利約116.4百萬港元，較
去年同期上升12.1%，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85.4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上升
8.2%。

更改供股所得款項用途
謹此提述章程。

董事會已議決將原分配至用於日後收購其他ODM業務之未動用所得款項約88百
萬港元，重新分配至用於建設新廠房（位置鄰近本集團現時設於中國惠州的生
產基地）及購買機器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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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力電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合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及財
務狀況，連同去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未經審核，
惟已經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2,802,195 2,064,807
銷售成本 (2,460,195) (1,755,908)

毛利 342,000 308,899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105,067 34,667
銷售及分銷成本 (67,774) (56,347)
行政支出 (132,385) (96,560)
研發成本 (130,738) (85,601)
其他營運支出淨額 273 (1,224)

116,443 103,834
融資成本 4 (7,458) (3,141)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 1,043 923

除稅前溢利 5 110,028 101,616
所得稅開支 6 (26,749) (22,833)

本期溢利 83,279 78,783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於其後期間重新分類至損益之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現金流量對沖：
本期內對沖工具產生之  
公平值變動之有效部份 (65,902) 6,575

計入綜合損益表之  
虧損重新分類調整 (9,815) –

所得稅調整 12,128 –

(63,589) 6,575
匯兌波動儲備： 
換算海外業務 (5,543) 23,326

本期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69,132) 29,901

本期全面收益總額 14,147 108,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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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溢利╱（虧損）歸屬於：
母公司擁有人 85,383 78,877
非控股權益 (2,104) (94)

83,279 78,783

全面收益╱（虧損）總額歸屬於：
母公司擁有人 16,484 108,768
非控股權益 (2,337) (84)

14,147 108,684

母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每股盈利 8

基本 32.82港仙 32.22港仙

攤薄 31.48港仙 31.47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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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70,492 562,992
預付土地租賃費 69,566 70,908
商譽 4,253 4,290
其他無形資產 131 196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26,193 25,150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53,554 9,690
遞延稅項資產 85,238 80,974

非流動資產合計 909,427 754,200

流動資產
存貨 1,520,776 958,638
應收貿易賬款 9 1,001,537 1,208,38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69,359 265,592
衍生金融工具 26,072 76,454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724,549 849,787

流動資產合計 3,542,293 3,358,852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0 1,907,503 1,472,949
其他應付款項及預提費用 11 694,714 739,189
應付稅項 90,245 113,462
衍生金融工具 60,867 33,655
預計負債 237,367 240,931

流動負債合計 2,990,696 2,600,186

淨流動資產 551,597 758,66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461,024 1,51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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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461,024 1,512,866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4,092 17,667

淨資產 1,456,932 1,495,199

權益
歸屬於母公司擁有人之權益
股本 12 268,357 268,192

儲備 1,183,491 1,227,007

1,451,848 1,495,199

非控股權益 5,084 –

權益合計 1,456,932 1,495,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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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該等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
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
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披露規定而編製。

該等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告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告所需的全部資料及披露，故應
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告一併查閱。

編製該等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告時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除有關採納下
文附註2所披露之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外，其與編製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年度財務報告所採納者相符，而上述年度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亦包括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
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而編製。

除衍生金融工具以公平值計量外，該等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告乃根據歷史成本法
編製。除另有說明者外，該等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告均以港元（「港元」）呈列，而
所有價值均已湊整至最接近千位。

2.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

本集團已就本期之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首次採納下列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 以股份付款交易之分類及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修訂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保險合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來自客戶合同之收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修訂 釐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來自客戶 

合同之收入
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修訂 轉讓投資物業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2號 外幣交易及預付代價
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年周期之年度改進項目 多項於二零一七年三月頒佈之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修訂

除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來自客戶合同之收入（其採
納之影響於下文披露）外，採納上述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
務報告產生重大財務影響。



7

於二零一八年亦首次應用了若干其他修訂及詮釋，惟此對本集團之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
財務報告並無產生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來自客戶合同之收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11號建築合同、香港會計準則第18號收入及
相關詮釋，且其應用於來自客戶合同之所有收入，除非該等合同屬其他準則之範圍。新準
則新設一套五步模式，以應用於自客戶合同產生之收入。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收
入按能反映實體預期就交換向客戶轉讓貨物或服務而有權獲得之代價金額確認。

該準則要求實體作出判斷，考慮於應用模式之各項步驟時其客戶合同之所有相關事實及情況。
該準則亦訂明取得合同之增額成本及履行合同之直接相關成本之會計處理方法。

本集團採納經修改之追溯調整法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此容許本集團將初始應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所累計之影響，確認為二零一八年財政年度保留盈利期初賬目之
調整。本集團選擇就已完成之合同應用可行簡化做法及並無重列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前
完成之合同，因此，有關比較數字未經重列。

除下文所述之重新分類影響外，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不會對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
告產生重大財務影響。

各項重新分類已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作出，以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所載用語一致。
因此，於其他應付款項及預提費用下之預收客戶款項102,098,000港元（二零一七年：
87,742,000港元）已由預收款項重新分類為合同負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將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取代香港
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由此匯集有關金融工具會計處理之全部三個方面：
分類及計量、減值以及對沖會計處理。

除對沖會計處理（就此，本集團選擇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下之現有對沖會計處理規定，
直至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完成其宏觀對沖項目）外，本集團已按照有關過渡規定追溯應用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初始應用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本集團已選擇不調整於二零
一七年一月一日開始之期間應用並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分類及計量規定編製之比較
資料。

(a) 分類及計量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除應收貿易賬款外，本集團初步按金融資產之公平值
計量金融資產，對於並非按公平值列賬並在損益賬處理之金融資產，則按公平值加交
易成本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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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債務金融工具隨後按公平值計量並在損益賬處理、按
攤銷成本計量或按公平值計量並在其他全面收益處理。分類乃基於兩個標準作出：本
集團管理資產之業務模式；及有關工具之合約現金流量是否針對尚未償還本金額而「僅
為支付本金及利息」（「SPPI標準」）。

本集團債務金融資產之新分類及計量標準如下：

• 就於一套業務模式中持有，而持有金融資產之目標為收取合約現金流量以符合
SPPI標準之金融資產而言，債務工具按攤銷成本計量。此類別包括本集團之應
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其他金融資產按以下分類及隨後計量：

• 按公平值計量並在損益賬處理之金融資產包含本集團並未於初步確認或過渡時
不可撤回地選擇分類為按公平值計量並在其他全面收益處理之衍生工具。此類
別亦將包括現金流量特質未能符合SPPI標準之債務工具，或並非於一套以收取
合約現金流量或以收取合約現金流量加出售為目標之業務模式中持有之債務工具。

本集團之業務模式評估乃於初始應用日期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進行，其後追溯應用至
並未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前撤銷確認之金融資產。有關債務工具之合約現金流量是
否僅包括本金及利息，就此所作之評估乃根據於初步確認有關資產時之事實及情況進
行。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並無對本集團金融資產之分類及計量產生重大影響。

本集團金融負債之會計處理方法維持很大程度上與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一致。與香港
會計準則第39號規定同樣，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規定將或然代價負債視作按公平
值計量之金融工具，其公平值變動於損益內確認。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嵌入式衍生工具將不再與主體金融資產分開列示。反之，
金融資產根據其合約條款及本集團業務模式分類。嵌入金融負債內及非金融主體合約
內之衍生工具之會計處理方法與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所規定者並無改變。

(b) 減值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規定，並非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按公平值列賬並在損
益賬處理之應收貿易賬款、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須予減值，有關減值以
十二個月為基準或以整個存續期為基準根據預期信貸虧損模式列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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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採用簡化方式，根據其所有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以及其所有應收貿易賬款分別
於餘下存續期內之所有現金短欠差額之現值，估計於整個存續期之預期虧損並將之記
錄入賬。本集團就估計其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之預期信貸虧損進行了詳細分
析，當中考慮所有合理及輔助資料，包括具前瞻性元素之資料。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9號並無對本集團金融資產之減值產生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納任何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準則、詮釋或修訂。

3. 收入及分類資料

收入

按主要產品或服務線分類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貨品 2,787,214 2,035,303

提供服務 14,981 29,504

2,802,195 2,064,807

分類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唯一可報的分類為生產及銷售音視頻產品。由於此乃本集團唯一之可
報告分類，故並無呈列業務分部之進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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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

基於外界客戶之地理分佈情況，來自外界客戶之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歐洲 863,071 612,035

中國 841,741 412,431

日本 722,147 562,479

美國 203,710 241,955

其他 171,526 235,907

2,802,195 2,064,807

4.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保理應收貿易賬款之利息 7,458 3,141

5.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乃經扣除╱（計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44,116 34,649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66 74

預付土地租賃費攤銷 738 682

根據獎勵計劃以股份支付的僱員薪酬福利 16,677 9,996

以股份支付的購股權開支 15,260 2,502

出售╱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虧損╱（收益） (212) 840

撇銷損毀存貨 – 2,979

匯兌虧損淨額 7,577 5,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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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乃按期內在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6.5%（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16.5%）之稅率計提撥備。其他地區之應課稅溢利稅項乃按本集團經營所在國家╱司法權區
當時之稅率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香港
期內稅項支出 11,925 4,323

本期－其他地區
期內稅項支出 21,183 16,664

遞延稅項 (6,359) 1,846

本期稅項支出總額 26,749 22,833

7. 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不就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任何股息（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
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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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母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母公司  

普通股股東應佔之溢利 85,383 78,877

股份數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份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期內已發行  

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260,126,889 244,812,682

攤薄影響－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假設於期內全部尚未行使購股權被視為行使時 

以無償代價發行 3,293,747 1,502,453

假設於期內全部尚未歸屬獎勵股份被視為歸屬時 

以無償代價發行 7,783,952 4,322,865

用作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期內已發行  

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271,204,588 250,638,000

9. 應收貿易賬款

本集團在中國之大部份銷售主要以貨到付款方式結算，或以銀行擔保之商業票據作出，信
貸期乃介乎60日至180日不等。至於海外銷售方面，本集團一般要求客戶提供為期15日至120

日不等之信用狀結賬。同時，若干長期策略客戶之銷售乃按記賬形式進行，平均信貸期不
超過180日。

本集團並無就應收貿易賬款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他加強信貸措施。應收貿易賬款並不
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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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末應收貿易賬款扣除撥備後之賬齡分析（以發票日期計算）載列如下：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90日 831,568 1,023,690

91日至180日 91,227 73,289

181日至365日 17,818 31,434

365日以上 60,924 79,968

1,001,537 1,208,381

本集團之若干附屬公司已就保理與若干指定客戶之應收貿易賬款而與銀行訂立應收款項購
買協議。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已保理予銀行之應收貿易賬款總額為689,226,000港元（二
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33,592,000港元），其全數已自綜合財務狀況表撤銷確認，原因
為董事認為本集團已將有關保理應收款項之絕大部份所有權風險及回報轉移予銀行。

10. 應付貿易賬款

於報告期末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以發票日期計算）載列如下：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90日 1,849,729 1,434,839

91日至180日 43,272 30,304

181日至365日 5,915 4,403

365日以上 8,587 3,403

1,907,503 1,472,949

應付貿易賬款並不計息，並一般在15日至120日之信貸期內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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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其他應付款項及預提費用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應付款項 266,219 267,559

專利費預提費用 218,258 237,359

預提費用 102,919 141,350

預收款項 – 87,742

合約負債 102,098 –

應付關連人士款項：
TCL集團公司及其聯屬公司 4,964 4,889

一間聯營公司 256 290

694,714 739,189

12. 股本

股份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500,000,000股每股面值1.00港元之股份 500,000 5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268,357,390股（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68,192,071股）每股面值1.00港元之普通股 268,357 268,192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5,319份購股權所附帶之認購權按認購價每股4.05

港元獲行使，就此以總現金代價（除費用前）約669,000港元發行合共165,319股每股面值1.00

港元之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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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概覽
二零一八年上半年，全球貨幣政策趨向緊縮、貿易保護主義蔓延、中美貿易摩擦
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對全球經濟持續復甦帶來挑戰。同時，人民幣匯率大幅
波動，原材料成本，以及人工成本上升對中國出口型企業亦帶來經營壓力。儘管
二零一八年上半年全球經濟環境不容樂觀，但智能音箱市場以不斷提升的產品用
戶體驗，更豐富的應用場景等特點，逆勢成長。據市場研究公司Canalys數據顯示，
二零一八年上半年智能音箱全球出貨量高達2,600萬台，較去年同期增長195%。美
國市場的智能音箱總出貨量為1,010萬台，谷歌、亞馬遜和蘋果公司的產品是主流。
中國市場的智能音箱主力品牌包括天貓和小米，總出貨量為760萬台。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回顧期內」），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2,802.2

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35.7%，毛利約342.0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10.7%；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的15.0%下降至12.2%。經營溢利約116.4百萬港元，較
去年同期增長12.1%。回顧期內本集團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同比增長8.2%至約
85.4百萬港元。

回顧期內，本集團大力發展音頻產品，智能產品以及部件業務，其中智能音箱、
頭戴式耳機及聲霸等產品增長迅速，受益於期內中國內地智能語音音箱市場快速
成長，客戶推出多個型號的新產品，市場接受度高的產品定價以及促銷策略，集
團營業額於期內錄得35.7%同比增長。但人民幣匯率波動，及人工、部分原材料成
本上升等因素導致回顧期內集團毛利率相比二零一七年同期下降2.8%，本集團亦
於期內採取一系列措施以減少匯率風險。儘管二零一八上半年公司受人工（含期
權╱限制性股票激勵費用分攤）及部分原材料成本上升，以及匯兌等影響，回顧
期內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同比仍增長8.2%至約85.4百萬港元。



16

回顧期內，本集團的音頻產品、智能產品、視頻產品、部件業務和其他業務的營
業額分別約為1,787.1百萬港元、566.9百萬港元、246.9百萬港元、186.3百萬港元及
15.0百萬港元，按年分別增長22.7%、增長6.1倍、下跌37.9%、增長82.1%及下跌
49.2%。本集團按產品劃分之營業額載列如下(1)：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音頻產品(2) 1,787,148 1,456,226 22.7%

智能產品(3) 566,854 79,376 614.1%

視頻產品(4) 246,897 397,408 -37.9%

部件業務(5) 186,315 102,293 82.1%

其他業務 14,981 29,504 -49.2%

合計 2,802,195 2,064,807 35.7%

(1) 因產品結構調整，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產品營業額分類進行了修改
(2) 主要包括無線音箱、聲霸、耳機、家庭影院和小型音箱等產品
(3) 主要包括智能音箱，和智能網關等IoT產品
(4) 主要包括DVD播放機、藍光播放機及機頂盒等產品
(5) 主要包括對外銷售的布網罩、注塑結構件、喇叭、及無線模組等部件

鑒於市場對智能手機、電視等相關的新型音頻配套產品需求殷切，本集團積極加
強無線技術、低功耗、新工藝、新材料及產品外觀結構件等方面的研發投入，開
發更多新型音頻產品。同時，本集團持續加強電聲方面的研發力度，進一步開發
喇叭單體和各類音箱產品，提升了整體產品競爭力及盈利能力。回顧期內，本集
團大力發展聲霸、耳機和無線音箱業務，為境內外知名品牌客戶提供產品的生產
及設計，帶動音頻產品業務收入按年同比增長約22.7%至1,787.1百萬港元，反映音
頻產品在新客戶、新產品上的開拓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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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託音頻領域強大的研發團隊及智能語音音箱的技術優勢，本集團於期內繼續大
力拓展智能語音音箱業務，與知名互聯網客戶共同開發更多型號的智能音箱新產
品，以及為知名互聯網客戶產品提供新形態結構件等部件。智能語音音箱以更為
自然的語音對話人機交互模式，在自然語言識別分析、大數據分析及人工智能等
技術不斷發展的背景下，受到越來越多用戶的青睞及認可，同時，更豐富的生態
技能讓用戶在該類產品的使用時間更長。回顧期內，智能產品為集團貢獻約566.9

百萬港元收入，按年同比增長6.1倍。智能音箱市場仍處於快速發展階段，本集團
將持續對此領域加大研發投入以開拓更多市場機會。

本集團持續加強新形態結構件，喇叭單元及各類模組等部件方面的研發力度，提
升供應鏈垂直整合能力以及擴大部件業務的獨立銷售，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部件業務為集團貢獻約186.3百萬港元收入，按年同比增長82.1%。
同時，為推動本集團結構件等產品的發展以及本集團透過新形態結構件等產品滿
足更多客戶的多元化需求，二零一八年一月，TCL通力電子（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
附屬公司）與谷崧工業（為台灣谷崧精密之全資附屬公司）合資成立廣東通力精密
結構件有限公司，合資公司將專注於消費電子領域精密模具及精密結構件的研發
設計和生產製造。

以DVD播放機及藍光播放機為代表的傳統視頻光碟機市場持續萎縮，本集團利用
掌握的技術優勢及規模效應，在保證合理利潤率情況下開展業務，此項業務可以
為本集團帶來持續現金流。然而，為了集中資源在更大發展空間的業務板塊上，
本集團嚴格控制在視頻光碟機產品相關的研發及資源投入。

本集團一直致力於切合市場的新產品研發以及具備行業競爭力研發團隊的打造。
回顧期內，投入的研發費用佔本集團總收入的4.7%，達130.7百萬港元。本集團於
惠州、深圳及西安均設有研發基地，團隊合共超過900人，在按個別客戶需求而開
發及導入新產品的同時，亦會進行與產品相關的基礎技術前瞻性研究與開發。本
集團更擁有一支由多名外籍資深專家組成的專業電聲設計團隊，不斷加大智能化
及配套產品研發投入，捕捉市場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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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致力改善用工制度，以應對國內勞動力緊絀及工資成本上升問題。回顧期
內，本集團進一步升級設備設施，繼續提高自動化設備運用比例，以及加強熟練
工的穩定性，令人均生產效率得以提升。本集團實施智能倉儲物流管理，透過工
業智能系統，將供應鏈、生產和倉儲物流各個環節緊密銜接，為邁向工業4.0趨勢，
創造集網絡實體系統、物聯網、雲計算及認知計算於一身的「智慧工廠」打穩基礎。
本集團亦致力優化工廠的設備維護管理制度，逐步提升惠州生產基地的實際產能。

本集團持續對惠州現有生產基地進行擴建，二零一八年四月，惠州仲愷二廠區二
期項目正式啟動，預計二零一九年三月底交付使用，該項目將有助擴大本集團產
品線及整合供應鏈。二零一八年六月，本集團惠州普力電聲橦橋工業園亦已完工，
將形成木工、音箱組裝、高端木箱、喇叭以及注塑為一體的完整產業鏈。同時，
為緩解惠州工廠用工緊張及分散用工需求，本集團在廣西北海成立廣西通力工廠
以進行組裝業務，並於回顧期內已經投入生產。

未來計劃及展望

展望未來，本集團將大力發展智能產品業務，特別是以智能語音音箱及以語音相
關的其他智能產品，以及提升新形態結構件、喇叭等部件開發能力。據調研機構
Canalys年初報告，預計二零一八年全球智能音箱保有量將達到1億部，幾乎相當
於去年的2.5倍。市場研究機構eMarketer最新報告顯示，二零一八年全球智能音箱
用戶的年複合增長率預計為47.9%。僅在美國，智能音箱用戶數量就會超過9,000

萬人。

本集團將繼續大力發展智能產品業務，特別是以智能語音音箱及以語音相關的其
他智能產品。本集團將繼續強化在智能語音方面的技術優勢，以智能音箱產品形
態為主力點，與全球各大語音識別平台合作，不斷挖掘更大的市場機會。同時，
本集團將挖掘更多基於智能語音技術的跨行業應用機會，擴大業務範圍。本集團
將作為全球互聯網企業語音生態系統的核心合作夥伴，與其語音生態系統的發展
共同成長並持續努力，致力為更多用戶帶來新一代人機交互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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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幾年的不斷投入及發展，音頻業務現已成為本集團主要的業務單元，特別是
新型音頻業務快速成長。本集團將繼續鞏固及增強在新型音頻市場行業地位，重
點發展聲霸及耳機類產品業務，爭取更多業務機會及挖掘更多新客戶。對於視頻
及傳統音頻業務方面，本集團將繼續調整資源結構，採取小團隊、輕資產運營。

在供應鏈垂直整合方面，本集團通過將旗下附屬公司及合資公司的模具及塑料零
部件製造以及電聲單元的整合，發揮協同效應，並降低生產成本。本集團將進一
步實施精細化管理，以提高整體營運效率及控制整體成本。鑒於本集團業務不斷
增長，特別是智能化產品業務，精細化管理對本集團而言是一個必要過程。關於
精細化管理，本集團將採取一系列措施改善行政效率及內部運作流程。憑借精細
化管理及改善產品測試及裝配的基礎設施後，亦可確保產品質量及生產成本控制。

總括而言，本集團將通過擴展新業務、開拓新技術及新產品、提升生產力，為品
牌企業和客戶提供最優質的產品及服務。隨著智能化及配套產品業務日漸成熟，
管理層預計二零一八年本集團智能產品及部件業務營業額佔比將持續增長，並對
未來業務增長充滿信心。本集團將一如以往繼續物色機會，積極尋求可行的業務
拓展機會，務求結合自有優勢擴充業務類別，提升本集團之長遠價值，積極為股
東帶來更豐厚之回報。

財務回顧
主要投資、收購及出售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持有重大投資，期內亦無其他重大之附屬 

公司收購及出售事項。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之主要金融工具包括現金及短期存款。使用這些金融工具之主要目的，是
減低融資成本以維持本集團資金之延續性和靈活性。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共約724.5百萬港元，其
中1.1%為港元、51.4%為美元、47.4%為人民幣及0.1%為歐元。本集團並沒有計息
銀行貸款，因此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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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信貸情況與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比較並無重大變化，於二
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亦概無任何根據融資租約持有之資產。

資產抵押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並無資產抵押。

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已訂約但未撥備之資本承擔約240.0百萬港元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8百萬港元）。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本集團
並沒有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未決訴訟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並未牽涉任何重大訴訟。

外幣匯兌風險

本集團的業務及營運面向國際市場，因此亦需承受外匯交易及貨幣轉換的風險。

本集團的策略是中央處理外匯管理事宜，以監控本集團所承受的總外匯風險，同
時與銀行集中進行對沖交易。本集團強調以功能性貨幣進行貿易、投資及借貸的
重要性，達致自然對沖效果。此外，本集團以穩健的財務管理策略為目標，故並
無參與任何高風險的衍生工具交易或槓桿式外匯買賣合約。

僱員及酬金政策

本集團約有11,700名僱員，皆為幹勁十足之優秀人才。本集團僱員對工作充滿熱誠， 
致力確保產品及服務質優可靠。本集團已經參照現行法例、市況以及僱員及公司
之表現，定期檢討酬金政策。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採納並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九日、二零一七
年八月八日及二零一七年九月七日修訂之限制股份獎勵計劃規則，本公司於期內
從市場購入合共498,000股股份作為獎勵股份，為購入該等股份而支付的總額約為
4,044,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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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概無本公司董事得悉任何資料合理顯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期間並無全面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企
業管治守則」）內載列之守則條文（「守則條文」），惟偏離守則條文第A.6.7條及第F.1.1

條除外。

根據守則條文第A.6.7條，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應出席股東大會，對 
股東的意見有公正的了解。

由於有其他預先安排之事務必須處理，李其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出席本公
司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四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然而，本公司執行董事兼財務總監任學農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潘昭國先生均有
出席股東週年大會，非執行董事兼董事會主席廖騫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梁耀榮
先生亦有參加會議，以確保與大會上之股東有效溝通。

根據守則條文第F.1.1條，公司秘書應為本公司之僱員，並熟知本公司之日常事務。

蔡鳳儀女士（「蔡女士」，為本公司現任公司秘書）非本公司僱員。本公司指派執行
董事任學農先生擔任蔡女士的聯絡人。有關本集團表現、財務狀況及其他主要發
展及事務之資料（包括但不限於呈交董事會之每月管理層報告）均通過聯絡人迅速
交付予蔡女士。鑑於張秀儀唐滙棟羅凱栢律師行（蔡女士為合夥人）與本集團之間
合作良久，蔡女士十分熟悉本集團運作，並對本集團之管理瞭如指掌。按照既有
機制，蔡女士可在無重大延誤下快速掌握本集團之發展，而憑藉彼等之專業知識
及經驗，董事會深信蔡女士擔任公司秘書有利本集團遵守相關董事會程序、適用
法律、規則及規例。

此外，二零一七年度之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已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三十日刊登於
本公司網站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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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聯同本公司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告，包括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審核委員會由三名
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成員為潘昭國先生、李其先生及梁耀榮先生，並由潘昭國
先生擔任主席。潘先生具有適當的會計及相關財務管理專長。審核委員會的主要
職責是協助董事會履行檢討及監察本公司財務匯報程序及內部監控之職責，並履
行董事會指派的其他職責及責任。

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集團已按上市規則附錄十內《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 

準守則」）所載必守準則之相同條款，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本
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而彼等已確認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彼等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必守準則及本公司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
易之行為守則。

更改供股所得款項用途
謹此提述本公司刊發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日之章程（「章程」），內容有關按
合資格股東於記錄日期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每持有兩股當時現有股份獲發一
股供股股份之比例進行供股（「供股」）。除另有指明者外，本節所用詞彙將與章程
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更新供股所得款項之用途
誠如章程所披露，供股所得款項總額約為423百萬港元。供股所得款項淨額（經扣
除開支及專業費用）約為421百萬港元（「所得款項」），當中約333百萬港元於本公
佈日期已經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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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章程所披露之所得款項建議用款及其所得款項自供股完成日期起至本公
佈日期止之實際用款載列如下：

該等所得款項淨額擬作以下用途：

章程所披露
之所得款項
建議用款

所得款項自供
股完成日期起
至本公佈日期
止之實際用款

於本公佈
日期之所得
款項結餘

百萬港元（概約） 百萬港元（概約） 百萬港元（概約）

建設新廠房（位置鄰近本集團現時設於中
國惠州的生產基地）及購買機器及設備 150 150 0

日後收購其他ODM業務（以擴闊本集團收
入來源 200 112 88

一般營運資金 71 71 0

總計 421 333 88

於本公佈日期，所得款項用款並未超出章程所披露之所得款項建議用款，當中未
動用總結餘約為88百萬港元，其全數原分配至用於日後收購其他ODM業務。

更改所得款項用途

根據目前可得資料及董事會對未來市場狀況之估計，董事會已於二零一八年八月
二十一日議決重新分配並按以下方式使用未動用之所得款項：

擬定用途
重新分配之 

未動用所得款項
百萬港元（概約）

建設新廠房（位置鄰近本集團現時設於中國惠州的生產基地） 
及購買機器及設備 88

未動用所得款項總額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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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按章程所披露原擬分配200百萬港元用於日後收購其他ODM業務，惟本集團
繼以約112百萬港元收購普笙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後（有關此收購之更多資料，請參
閱本公司刊發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七月三十一日之公佈），未能物色到合適收購目標。
此外，經檢討及考慮本集團之業務發展後，董事會認為，中國惠州新廠房（目前
尚在興建中）第二階段之建設資本需求以及購買機器及設備以提升生產效益乃相
對較迫切。因此，為了使未動用之所得款項以更有效率及更具效益之方式合理使
用，董事會已議決將原分配至用於日後收購其他ODM業務之未動用所得款項約88

百萬港元，重新分配至用於在本集團現時設於中國惠州之生產基地附近建設新廠
房及購買機器及設備。

預期所有未動用之所得款項將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內使用。

董事會已考慮有關更改所得款項用途之建議對本集團業務之影響，並認為在計及
本集團最新營運及業務情況後，重新分配未動用之所得款項將能促進財務資源之
有效分配及增強本集團之未來發展，其屬適當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最佳
利益。

代表董事會
主席
廖騫

香港，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于廣輝先生、宋永紅先生及任學農先生；
非執行董事廖騫先生（主席）；獨立非執行董事潘昭國先生、李其先生及梁耀榮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