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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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PXON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 COMPANY LIMITED 

凱普松國際電子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股份代號︰469） 
網址︰www.capxongroup.com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變動 

收益（人民幣千元） 1,202,327 1,069,104 +12.4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虧損） 

（人民幣千元） 

 

64,761 (2,040) 不適用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人民幣分）  

 

7.67 (0.24) 

 

不適用 

 

 

股息（每股港仙） 

 

- 末期 

 

- 中期 

 

 

 

-- 

 

-- 

 

 

-- 

 

5.00 

 

 

-- 

 

不適用 

 

 

凱普松國際電子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去年同期之比較數字載

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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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3 1,202,327 1,069,104 

銷售成本  (861,459) (798,445)   _________ _________ 

毛利  340,868 270,659  

其他收入  14,968 15,251 

其他開支                                                      (38,233) (49,648) 

其他收益及虧損  (1,203) (38,156) 

已付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按金之減值虧損  - (5,289) 

應收貿易賬款之減值虧損，扣除回撥  (3,047) (2,614) 

其他應收款之減值虧損  (1,755) - 

分銷及銷售成本  (80,486) (70,900) 

管理費用  (102,551) (85,663) 

損害賠償撥備利息  (8,756) (8,834) 

融資成本  (7,205) (1,703)   _________ _________ 

除稅前溢利  112,600 23,103  

所得稅開支 4 (48,955) (24,915)   _________ _________ 

年內溢利（虧損） 5 63,645 (1,812)   _________ _________ 

其他全面（開支）收入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外國業務換算產生之匯兌差額  (16,538) 13,436   _________ _________ 

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47,107 11,624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應佔年內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64,761 (2,040) 

非控制權益  (1,116)  228   _________ _________ 

  63,645 (1,812)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應佔年內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47,953 12,229  

非控制權益  (846) (605)   _________ _________ 

  47,107 11,624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每股盈利（虧損）（人民幣分） 7 

－基本  7.67 (0.24)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 3 - 

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91,426 447,276 

土地使用權  21,667 22,352 

無形資產  8 11 

抵押金融機構存款  2,064 -    

遞延稅項資產  -   267 

已付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按金  25,842 15,307   _______ _______ 

  541,007 485,213   _______ _______ 

流動資產 

存貨  204,188 160,142 

土地使用權  681 681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8 435,047 452,203 

可收回稅項  795 2,056 

抵押銀行存款  2,818 1,205 

固定銀行存款  28,221 - 

銀行結餘及現金  248,918 108,446   _______ _______ 

  920,668 724,733   _______ _______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9 289,459 268,338 

損害賠償撥備  218,725 193,980 

合約負債  6,906 -    

銀行及其他借款  240,383 115,784 

應付關連人士款項  3,654 4,963 

稅項負債  37,747 17,849   _______ _______ 

  796,874 600,914   _______ _______ 

流動資產淨值  123,794 123,819   _______ _______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64,801 609,032   _______ _______ 

非流動負債 

銀行及其他借款  10,114 -    

遞延收入  750 750 

遞延稅項負債  6,987 3,648   _______ _______ 

  17,851 4,398   _______ _______ 

資產淨值  646,950 604,634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資本及儲備 

股本  82,244 82,244 

股份溢價及儲備  563,916 520,754   _______ _______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權益  646,160 602,998 

非控制權益  790 1,636   _______ _______ 

總權益  646,950 604,634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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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1. 編製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乃按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此外，綜合財務報表載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

則（「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第 622 章）所規定之適用披露。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慣例編製。 

  

 

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強制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於本年度首次應用下列由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所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 金融工具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 客戶合約收益及相關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22 號   外匯交易及預付代價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2 號（修訂本）      以股份為基礎之支付交易分類及計量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4 號（修訂本）       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金融工具及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4 號保險合約 

 國際會計準則第 28 號（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四年至 

          二零一六年週期之部分年度改進 

 國際會計準則第 40 號（修訂本） 轉讓投資物業 

 

除以下所述者外，於本年度應用之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集團於本年度及過往

年度之財務表現及狀況以及╱或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構成重大影響。 

 

2.1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客戶合約收益 
 

本集團於本年度首次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取代國

際會計準則第 18 號收益、國際會計準則第 11 號建設合約及相關詮釋。 

 

本集團已追溯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而首次應用此準則之累計影響於首次應

用日期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確認。於首次應用日期之任何差額於年初累計虧損確認而並

無重列比較資料。此外，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之過渡條文，本集團選擇僅對

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尚未完成之合約追溯應用該標準。因此，若干比較資料未必能與根

據國際會計準則第 18 號收益、國際會計準則第 11 號建設合約及相關詮釋編製之比較資

料作比較。 

 

本集團於電容器及鋁箔之控制權在指定地點轉移至客戶之時間點確認收益。客戶獲提供

擔保以確保產品符合所協定之規格（即保證型擔保）。於客戶取得相關貨品之控制權前

發生之運輸及其他相關活動被視為履約活動。 

 

關於本集團自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產生的履約責任披露於附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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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所產生之影響概要 

 

以下為對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之綜合財務狀況報表所確認金額作出之調整。並無計入

不受變動影響之項目。 

 
   先前  於二零一八年 

   於二零一七年  一月一日 

   十二月  根據 

   三十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呈報之  第 15 號之 

  附註 賬面值 重新分類 賬面值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a) 268,338 (1,842) 266,496 

 合約負債 (a) -    1,842 1,842 

 

附註： 

 

(a)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先前計入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與客戶合約有關之

來自客戶之墊款人民幣1,842,000元已於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後重新分類

至合約負債。 
 

 下表概述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對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綜合
財務狀況報表及（就各受影響項目而言）對本年度綜合現金流量表之影響。並無計入不
受變動影響之項目。 

 
 對綜合財務狀況報表之影響 
 

     並無應用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 15 號之 
  附註 所呈報 重新分類 金額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a) 289,459 6,906 296,265 

 合約負債 (a) 6,906 (6,906) -   
 

 
     

附註： 
 

(a) 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前，來自客戶之墊款分類為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
款。上表僅供參考，來自客戶之墊款人民幣 6,906,000 元由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
款重新分類至合約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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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綜合現金流報表之影響 
 

    並無應用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 15 號之 
  所呈報 重新分類 金額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增加 28,047 5,064 33,111 
 合約負債增加 5,064 (5,064) -    
 

2.2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金融工具及相關修訂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金融工具及其他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
相關相應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就 1)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分類及計量；2)金
融資產之預期信貸虧損（「預期信貸虧損」）；及 3)一般對沖會計處理引入新規定。 

 
 本集團已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所載之過渡條文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

即對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首次應用日期）並無剔除確認之工具追溯應用分類及計量
規定（包括預期信貸虧損模式下的減值），而未對已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剔除確認之
工具應用該等規定。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賬面值與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之
賬面值兩者間之差額於年初累計虧損及其他權益部分確認，而並無重列比較資料。 

 
 因此，若干比較資料未必能與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 39 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國

際會計準則第 39 號」）編製之比較資料作比較。 
 

 首次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所產生之影響概要 
 
 下表說明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 39 號受預期信貸虧損所規限之

應收貨品貿易賬款於首次應用日期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之分類及計量和涉及預期信貸虧

損之其他項目。 

 
     

  附註 應收貨品貿易賬款 累計虧損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末結餘 

   －國際會計準則第 39 號  403,036 (11,213) 

               

 初步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之影響 

 

 重新計量 

 預期信貸虧損模式項下之減值 (a) (4,791) (4,791)    _______ _______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年初結餘  398,245 (16,004)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附註： 

 

(a) 預期信貸虧損模式項下之減值 

 

本集團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簡化方法計量預期信貸虧損，對所有應收貿

易賬款使用整個週期之預期信貸虧損。為計量預期信貸虧損，應收貿易賬款已根



   
 

- 7 - 

據共有信貸風險特徵分組。按攤銷成本計量之其他金融資產（包括其他應收款、

抵押銀行存款、於一家財務機構之抵押存款、固定銀行存款及銀行結餘）之預期

信貸虧損按 12 個月預期信貸虧損（「12 個月預期信貸虧損」）基準評估，而自

初步確認以來信貸風險並無顯著增加。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已於累計虧損確認有關之額外信貸虧損撥備人民幣

4,791,000 元。額外虧損撥備透過虧損撥備賬於應收貨品貿易賬款扣除。 

 

應收貨品貿易賬款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虧損撥備與於二零一八年一月

一日之年初虧損撥備對賬如下： 

 

  應收貨品貿易賬款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 39 號  18,188 

 於年初累計虧損重新計量之金額   4,791   _______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22,979 
  _______   _______ 

 
2.3 應用所有新訂準則對年初綜合財務狀況報表所產生之影響 

 
 由於本集團會計政策有上述變動，故須重列年初綜合財務狀況報表。下表顯示就各個別

項目確認之調整，但並不包括未受變動影響之項目。 
 

  二零一七年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第 9 號 第 15 號   一月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審核）   （經重列）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452,203 (4,791) -    447,412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268,338 -    (1,842) 266,496 
 合約負債 -    -    1,842 1,842 
 累計虧損       (11,213)           (4,791)           -          (16,004) 

 

 

3. 收益及分類資料 

 

客戶合約收益之劃分 

地區市場及商品種類資料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電容器 鋁箔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地區市場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991,652 26,439 1,018,091 

 台灣 17,771 -    17,771 

 其他亞洲國家（附註） 122,218 3,282 125,500 

 歐洲（附註） 39,239 -    39,239 

 美洲及非洲 1,726 -    1,726       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 

 客戶合約收益 1,172,606 29,721 1,202,327 
  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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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包括在該等類別之外部客戶之國家包括南韓、日本、越南、新加坡、德國及其他地區。由

於各個別國家之收益對總收益屬微不足道，因此並無呈列按該等類別之國家劃分之進一步分析。 

 

本集團主要從事生產及出售其自身商標之電容及铝箔，收益於貨品之控制權轉移之時（即貨品已

運送至客戶指定地點）確認。正常信貸期為交付後 30 至 180 日。於已收客戶按金但未確認收益

時確認為合約負債。有關貨品相關出售之擔保不能單獨購買，且按協定規格已出售貨品作為擔

保。 

 

電容及铝箔之合約期限為一年或以下。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分配至該等未履行合約

之交易價並無披露。 

 

 本集團所產生之所有收益於某時間點確認。 

 

 收益指年內已售貨品之已收及應收金額，扣除銷售稅、折扣及退貨。 

 

 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即本公司之執行董事）匯報資源分配及分類表現評估之資料乃側重於產品種

類。 

 

 本集團之可報告及經營分類如下： 

 

 電容器 － 生產及銷售電容器 

 鋁箔 － 生產及銷售鋁箔 

 

 分類收益及業績 

 

 以下為本集團按報告及經營分類劃分之收益及業績分析。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電容器 鋁箔 分類合計 對銷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外部銷售 1,172,606 29,721 1,202,327 -    1,202,327 

 分類間銷售 -    202,425 202,425 (202,425) -       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 

 分類收益 1,172,606 232,146 1,404,752 (202,425) 1,202,327 
  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 

 

分類溢利 133,829 25,003 158,832 (5,143) 153,689 
  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 

 利息收入     1,402 

 未分配企業開支     (16,426) 

 融資成本     (7,205) 

 損害賠償撥備利息     (8,756) 

 重新換算損害賠償撥備 

   產生之匯兌虧損     (10,104)        _________ 

除稅前溢利     112,600 
      _________       _________ 

 



   
 

- 9 -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電容器 鋁箔 分類合計 對銷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外部銷售 1,045,836 23,268 1,069,104 -    1,069,104 

 分類間銷售 -    106,406 106,406 (106,406) -       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 

分類收益 1,045,836 129,674 1,175,510 (106,406) 1,069,104 
  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 

分類溢利（虧損） 95,250 (58,984) 36,266 (1,154) 35,112 
  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 

 利息收入     762 

 未分配企業開支     (11,538) 

 融資成本     (1,703) 

 損害賠償撥備利息     (8,834) 

 重新換算損害賠償撥備 

   產生之匯兌虧損     9,304        _________ 

 除稅前溢利     23,103 
      _________       _________ 

 

 經營分類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之會計政策一致。分類溢利（虧損）指不獲分配中央行政成本、

利息收入、融資成本、損害賠償撥備利息及重新換算損害賠償撥備產生之匯兌（虧損）收益之

各分類之溢利（虧損）。然而，報告分類之相關銀行結餘及銀行及其他借款乃作為分類資產及

負債一部分向本集團主要決策者匯報。此外，稅項開支不會分配至分類，而稅項負債、遞延稅

項負債、可收回稅項及遞延稅項資產則分別分配為分類負債及分類資產的一部分。此為就分配

資源及評估分類表現而向本集團主要決策者匯報之方法。 

 

分類間銷售按現行之市價扣除。 

 

分類資產及負債 

 

 以下為按報告及經營分類劃分本集團資產及負債之分析：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類資產  
 電容器 1,330,744 949,403 

 鋁箔 430,270 534,322    _________ _________ 

 總分類資產 1,761,014 1,483,725  

 對銷—分類間結餘 (349,168) (284,075) 

 未分配資產 49,829 10,296    _________ _________ 

 綜合資產 1,461,675 1,209,946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分類負債 
 電容器 577,429 301,583 

 鋁箔 345,824 391,981    _________ _________ 

 總分類負債 923,253 693,564  

 對銷—分類間結餘 (349,168) (284,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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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分配負債 240,640 195,823    _________ _________ 

 綜合負債 814,725 605,312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就監察分類表現及進行分類間資源分配而言： 

 

— 除本公司於一家財務機構之抵押存款、其他應收款及銀行結餘外，所有資產分配至報告

分類；及 

 

— 除本公司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及其他借款以及本公司台灣附屬公司之損害賠償撥備

外，所有負債分配至報告分類。 

 

 地區資料 

 

 以下詳列本集團按資產所在地劃分之非流動資產（不包括於一家財務機構之抵押存款及遞延稅項

資產）之地區資料: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 527,390 473,992 

 台灣 11,553 10,954    _______ _______ 

  538,943 484,946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按客戶所在地劃分之來自外部客戶收益呈列如下: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中國 1,018,091 902,834 

   台灣 17,771 16,583 

   其他亞洲國家 125,500 120,284 

   歐洲 39,239 27,877 

   美洲及非洲 1,726 1,526    _________ _________ 

  1,202,327 1,069,104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於兩個年度內，本集團無個別客戶佔本集團收益 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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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得稅開支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 
   — 中國企業所得稅 30,029 11,585 
   — 台灣企業所得稅 1,983 3,093 
 中國股息預扣稅 13,030 10,504   _______ _______ 

  45,042 25,182   _______ _______ 

     
 遞延稅項 3,913 (267)   _______ _______ 

  48,955 24,915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由於兩個年度本集團並無在香港產生應課稅溢利，故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香港立法會通過《二零一七年稅務（修訂）（第 7 號）條例草案》
（「該條例草案」），引入利得稅兩級制。該條例草案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獲通過成為法
律，並於翌日刊憲。根據利得稅兩級制，合資格集團實體就首 2 百萬港元之溢利將按 8.25%之稅
率課稅，而超過 2 百萬港元之溢利將按 16.5%之稅率課稅。不符合利得稅兩級制資格之集團實體
之溢利將繼續按 16.5%之稅率課稅。  

 
 因此，於今年開始，香港利得稅就首 2 百萬港元之溢利按 8.25%計量，而就超過 2 百萬港元之估

計溢利按 16.5%計量。本集團董事認為，實施利得稅兩級制所涉及金額對綜合財務報表並不重
大。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實施條例，除本公司之附屬公司豐賓

電子（深圳）有限公司（「深圳豐賓」）外，本集團之中國附屬公司之稅率為25%。 
 
 深圳豐賓符合高新科技發展企業之條件，於二零一八年三月獲准成為高新科技發展企業一年，於

二零一七年享有優惠稅率15%（二零一七年：17%）。 
 
 根據台灣所得稅法，本集團之台灣附屬公司之企業所得稅率為20%。 
  

 

5. 年度溢利（虧損）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內溢利（虧損）已經扣除下列各項：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薪金及津貼 222,107 206,509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7,502 14,528   _______ _______ 

  239,609 221,037  

   減：資本化為存貨金額 (142,949) (135,305)   _______ _______ 

  96,660 85,732   _______ _______ 

無形資產之攤銷（計入管理費用） 4 142 

土地使用權之攤銷 685 684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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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資本化為存貨 37,160 35,266 

   — 於管理費用確認 3,132 2,267 

   — 於其他費用確認 1,671 10,315   _______ _______ 

總折舊及攤銷 42,652 48,674   _______ _______ 

 

核數師酬金（包括核數服務及非核數服務） 1,797 1,633 

存貨成本確認為開支（包括存貨撇減回撥人民幣 150,000 元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 6,473,000 元）)# 861,459 798,445 
  
研發成本 35,835 34,494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 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與本公司附屬公司凱普松電子科技(青

海)有限公司終止營運有關之若干陳舊存貨以高於可變現淨值售出。因此，存貨撇減回撥人民

幣 150,000 元（二零一七年：人民幣 6,473,000 元）已於本年度確認并計入銷售成本。 
 

 

6. 股息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中期股息每股 0.05 港元合共為 42,227,992.05 港元（相當
於人民幣 36,630,000 元）已支付予普通股股東。 
 
於兩個年度內並無派付、宣派、或建議派發任何末期股息，自報告期間結束起亦無建議派發任何
股息。 

 

 

7. 每股盈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按以下數據計算：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盈利（虧損）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盈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虧損） 64,761 (2,040)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股數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普通股股數 844,559,841 844,559,841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由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發行在外具潛在普通股，因此並無

呈列該兩個年度之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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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貿易賬款 

 — 貨品 406,569 421,224 

 減：信貸虧損撥備 (22,674) (18,188)   _______ _______ 

 應收貿易賬款總額 383,895 403,036   _______ _______ 

 其他應收賬款 5,668 5,861 

 減：信貸虧損撥備 (897) (694)   _______ _______ 

  4,771 5,167   _______ _______ 

 給予供應商之墊款 15,352 16,961 

 可收回增值稅 9,962 11,430 

 預付款及按金 19,960 14,699

 其他 1,107 910   _______ _______ 

  46,381 44,000   _______ _______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435,047 452,203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客戶合約之應收貿易賬款金額分別為人民

幣 383,895,000 元及人民幣 398,245,000 元。   

 

 正常信貸期為交付後 30 至 180 日。以下為根據報告期間結束時發票日期呈列應收貿易賬款及應

收票據賬款（扣除信貸虧損撥備后）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 至 60 日 279,751 220,953 

 61 至 90 日 45,895 81,700 

 91 至 180 日 54,349 96,059 

 181 至 270 日 3,900 4,314 

 360 日以上 -    10   _______ _______ 

   383,895 403,036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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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211,227 206,082 

 來自客戶之墊款 - 1,842 

 應付工資 23,816 19,137 

 應計費用 9,183 8,138 

 應付中國政府機構之賬款 22,626 22,626 

 應收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款項 - 5,064 

 其他應付稅項賬款  8,833 2,235 

 其他 13,774 3,214   _______ _______ 

  289,459 268,338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採購貨品之信貸期一般為 30 至 60 日。以下為於報告期間結束時根據發票日期呈列應付貿易賬款

及應付票據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 至 60 日 104,838 131,682 

 61 至 90 日 42,283 28,020 

 91 至 180 日 42,672 23,945 

 181 至 270 日 4,127 2,601 

 271 至 360 日 1,444 2,185 

 360 日以上 15,863 17,649   _______ _______ 

  211,227 206,082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年度」）之財務業績概要如下： 

 

 收益上升約 12.46%至約人民幣 1,202,327,000 元。 

 毛利上升約 25.94%至約人民幣 340,868,000 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年度溢利約為人民幣 64,761,000 元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虧損人民幣 2,040,000 元)。 

 

於回顧本年度，本集團的收益約為人民幣 1,202,327,000 元，較去年同期上升約 12.46%。本年度的電容

器銷售額約為人民幣 1,172,606,000 元，較去年同期的人民幣 1,045,836,000 元上升約 12.12%，本集團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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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額較去年同期增加是因為本集團推出及出售新開發之固態電容、高壓電容及充電樁產品。而本年度

的鋁箔銷售額約為人民幣 29,721,000 元，較去年同期的人民幣 23,268,000 元增加約 27.73%，上升的主

要原因係整體經濟景氣緩慢復甦，鋁箔市場供不應求，尤其大電容器廠搶佔了多數的鋁箔，導致中、

小電容器廠的鋁箔供應量不足。本年度，本集團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約 25.32%上升至本年度的約

28.35%。 

 

業務回顧 

 

雖然二零一八年已處於此波經濟擴張期的中後段，全球經濟持續復甦，但是市場的不確定性如中美貿

易事件、英國的脫歐、新興市場因美國的持續升息而產生的金融風險、地緣政治局勢緊張、保護主義

的興起及世界人口的高齡化等都是造成隱隱不安的因子，自二零零八年金融海嘯以來，先進國家的產

出缺口逐漸消弭，寬鬆貨幣政策漸漸回歸常軌，但十年間全球所累積的債務卻已創下新高，成為下一

波衰退的隱憂，二零一八年就在黑天鵝、灰犀牛的衝撞及滿天飛舞的情況下結束了。 

 

而在諸多不確定因素下，對電子產業而言，人工智慧（「人工智慧」）大眾化、數位化生態系統、生

物駭客、透明沈浸式體驗及無所不在的基礎架構等均已慢慢的融入我們的生活當中，科技持續的往前

推進，尤其是穿戴式裝置及無人載具其技術將對人類生活與競爭帶來的變革依舊劇烈，因此也拉大了

對電子零組件的技術升級要求及需求數量增加，另加上因應環保要求提高而使得部分鋁箔供應商無法

足量供應鋁箔予電容器生產商，因而造成電子零組件單價調升。  

 

 鋁箔的製造與銷售 

 

本年度，鋁箔在滿足本集團內部生產需求後之外部銷售額約為人民幣 29,721,000 元，與去年同期

鋁箔外部銷售金額約人民幣 23,268,000 元相較增加約 27.73%。 

 

中國大陸環境法規趨嚴，鋁箔供應商產能受限，造成鋁箔材料持續短缺且生產成本增加，而主要

產能仍由大型電容器廠所佔據，因應目前這樣的產業特性，本集團在評估市場情勢及考量未來的

潛在因素後，為保障本集團內電容廠穩定的鋁箔材料來源，以及市場客戶的需求，決定有計畫的

擴大產能，並已於二零一八年亦增建了二十條高壓化成箔生產線，目前均已投入生產以保障本集

團內部的穩定供給與外部的市場需求。 

 

鋁箔是電容器的主要原材料，本集團擁有優良的化成箔制程技術及穩定的產能，目前已完成各項

關鍵研發（「研發」）及品管技術。此外，本集團仍積極研發高附加價值市場的開發性，以利未

來市場變化因應之道。對於鋁箔市場的未來發展，本集團將持續保持關注並小心謹慎以對。 

 

目前本集團已完成以下各項鋁箔關鍵研發及品管技術： 

 

     腐蝕箔 

 

 高速腐蝕箔生產線升級 

針對高速腐蝕箔生產線運行中存在的問題，二零一八年對生產線傳動系統及張力控制系

統升級，提高產品品質及生產穩定性。 
 

 酸回收利用 

至二零一八年底，累計投入硫酸、硝酸回收設備各十五套，並逐步增加生產線供液中回

收酸的比例，一方面有效降低了生產用酸量，另一方面大幅減少了汙水處理中心的廢酸

處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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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成箔 

 

 進一步優化安川電機專用化成箔的生產工藝，將漏電流倍率降低至日本同等產品的水準

並實現量產，一條低漏電倍率的化成箔專用生產線已安裝完成，預計二零一九年四月投

產；及 

 

 減硼工藝的研發工作已經啟動，且實驗室已有部分成果出現，預計二零一九年三月可完

成實驗室階段，並開始製作樣品。 

 

於本年度，本集團在鋁箔生產上作出以下環保改善措施： 

 

1.  焙燒爐節電改造已全部完成，每條線每天節電 400 度左右，三十條線月節電 36 萬度； 

 

2.    中水回收改造已完成，並投入使用，每天節水約 300 噸，每月節水 9000 噸； 

 

3.  磷酸回收設施安裝已全部完成，正在調試中，目前已有 2 條產線開始使用，採逐步推行方式。

使用後二零一九年預計節約磷酸成本 10%，汙水處理費用每年節約 30 萬元；及 

 

4.    硼酸回收試驗設備安裝已完成，預計二零一九年三月底開始試用。 

 

    電容器的製造與銷售 
 

本年度，本集團錄得電容器之外部銷售額約為人民幣 1,172,606,000 元，佔本集團外部總銷售額約

97.53%，較去年同期佔本集團外部總銷售額約 97.82%輕微減少約 0.29%。 

 

被動元件產業在全球智慧型手機銷售成長率將步入緩慢溫和的成長期，但其他應用市場包括汽

車、高智慧家電、智慧電錶、安控系統及工業控制等高階應用領域中皆有相當大的成長需求，因

此未來數年被動元件可持審慎樂觀的態度視之。也因應各項人工智慧、邊緣運算及互聯網以及穿

戴裝置及無人載具之應用商機之發展，5G、人工智慧、視覺機器等前瞻科技亦引爆智慧裝置走向

多元化的新時代。本集團本年度電容研發量產的方向主要在變頻器、伺服控制器、通訊基地及通

訊終端產品充電器、車載電子應用等高端產品，而相關需求已有較好的成效，未來本集團更將致

力於滿足小型化、高容、高壓、高頻及高溫等特殊客製化產品的要求，逐步研發市場前端需求，

分領域性的客製化產品，推廣電容器在市場各領域的應用，走在趨勢之前創新技術與產品並擴大

電容器產品的全球市場佔有率。 

 

目前本集團已完成以下各項電容器關鍵研發及品管技術： 

 

     導針部自主生產出導針，樣品試製後效果較好，現已橫向試用於 6.3*4.4 規格中，對於降低

ESR 有明顯效果；耐熱膠帶已有效改善從而降低成本； 

     錫鉍合金 CP 線：錫鉍合金 CP 線樣品，已試製成導針並經用戶端測試完成； 

     液態 SMD 16x21.5  18x16.5 大尺寸的批量生產，彌補 capxon 大體積貼片電容空缺； 

     液態電容產品已經製作出 650WV 的超高壓產品； 

     Snap-in 產品在工業應用變頻器、伺服驅動、光伏能源驅動、UPS、專業電源、風力發電及軍

工特種電源等領域電壓擴展 85 度 550V&600V 105 度 550V 紋波電流最多提升+20%； 

     為滿足超高壓 500-550V 牛角產品小型化產品需求，有開發超高壓高比容正箔，導針型產品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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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150 度耐高溫膠蓋開發； 

     新型分散液已導入固態電容，使用分散液的製程不僅可以減少製程工序、提升生產效率、提

升良品率、降低產品成本、提升產品的市場競爭力； 

     自動化生產管理系統，提升資料整合、產品生產效率、生產嫁動率； 

     開發防振動產品，提升產品在車載領域的應用； 

     目前固態電容自主開發的高壓含浸液已導入生產，並搭配特用電解紙，不僅可以提升產品性

能，同時可以有效降低成本 

     Hybrid 電容器已經開發 150℃產品，AECQ-200 測試通過 2000H（標準 1000H），繼續開發

135/145℃產品 

 

資金流動性及財政資源 

 

    現金流 

 

本集團現金需求主要源自物業、廠房及設備購置、經營活動涉及的成本及費用，以及銀行利息及

借款償還。於本年度，本集團乃自經營業務及融資業務而獲取現金資源。 

 

於本年度，本集團在未計入匯率調整之經營業務、投資及融資業務上所產生的淨現金流入合計數

約為人民幣 136,704,000 元，茲分述如下： 

 
經營業務產生淨現金流入約人民幣 146,520,000 元，主要由於本年度之除稅前溢利約人民幣
112,600,000 元，加上融資成本、折舊等項目的調整及存貨、應收款項及應付款項的變動等各項調
整所產生之資金流量變化所致。 
 
投資業務產生淨現金流出約人民幣 129,967,000 元，主要由於購買機器及設備付款約人民幣
112,745,000 元所致。 
 
融資業務產生淨現金流入約人民幣 120,151,000 元，主要是向銀行融資借入約人民幣 409,338,000
元、償還銀行借款約人民幣 280,653,000 元及支付借款利息約人民幣 7,225,000 元所致。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人民幣 248,918,000 元（二零一七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 108,446,000 元），主要以人民幣及美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美元及歐羅）方式持有。 

 

    借款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及其他借款約為人民幣 250,497,000 元（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 115,784,000 元），借款幣種主要為美元、新台幣、日圓、歐羅及人民幣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美元、新台幣、日圓及歐羅），當中約人民幣 200,266,000 元（二
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 74,070,000 元）銀行借款以固定利率計算利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之還款期分析如下: 

 二零一八年 

士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年內 240,383  115,784 

一年以上但不超過兩年 7,018  - 

兩年以上但不超過五年 3,096  - 

 250,497  115,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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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下列資產為本集團部分銀行借款及應付票據的抵押品：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存款 2,818  1,205 

一家財務機構存款 2,064  - 

土地使用權 11,159  - 

物業、廠房及設備 79,272  10,864 

 95,313  12,069 

 

 

財務比率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以債務淨額除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權益加

債務淨額）約為 31.82%，與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31.76%相比輕微上升約 0.06%。 

 

本年度，本集團的存貨、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與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的週轉天數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存貨週轉 77 天  72 天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週轉 119 天  126 天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週轉 88 天  89 天 

 

本集團會繼續致力改善存貨、應收賬款及應付賬款的管理，以達致更有效的資金運用。 

 

資本承諾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已訂約但未於綜合財務報表作出撥備的資本承諾約為人民幣

8,278,000 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 18,934,000 元）。 

 

重大訴訟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一名客戶（「該客戶」）針對本公司附屬公司豐賓電子工

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豐賓」)向日本商事仲裁協會（「仲裁協會」）提交一項仲裁索償，追討該客

戶指稱因台灣豐賓所供應若干涉嫌有問題之電容器而蒙受之損失賠償 1,412,106,000 日圓（相當於人民

幣 87,959,000 元）（二零一七年：人民幣 81,375,000 元）），另加自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起計至和解

日按年利率 6%累計之利息及所有仲裁相關費用。台灣豐賓拒絕索償，並入稟就損害反索償 60,000,000

日圓（相當於人民幣 3,737,000 元））（二零一七年：人民幣 3,458,000 元），另加自二零一一年十一

月十六日起計至和解日按年利率 6%累計之利息及所有仲裁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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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四年八月，台灣豐賓接獲仲裁裁決，被判令須向該客戶作出損害賠償，金額為下列各項之總

和（「仲裁裁決」）： 

 

(i) 損害賠償 2,427,186,647 日圓（相當於人民幣 151,171,000 元）（二零一七年：人民幣 139,871,000

元）； 

 

(ii) 上文(i)項之遞延付款之利息，即(a)1,311,973,002 日圓（相當於人民幣 81,713,000 元）（二零一七

年：人民幣 75,605,000 元）自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起累計至悉數付款時；(b)942,366,339 日圓

（相當於人民幣 58,693,000 元）（二零一七年：人民幣 54,305,000 元）自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

起累計至悉數付款時；及(c)172,847,306 日圓（相當於人民幣 10,766,000 元）（二零一七年：人

民幣 9,961,000 元）自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一日起累計至悉數付款時，按年利率 6%計算之利息；

及 

 

(iii) 仲裁相關費用 23,618,062 日圓（相當於人民幣 1,471,000 元）（二零一七年：人民幣 1,361,000

元）。 

 

於二零一四年十月，台灣豐賓向東京地方法院提交呈請，要求撤銷仲裁裁決。於二零一六年一月，東

京地方法院就仲裁裁決作出裁定，駁回台灣豐賓之呈請，並維持有關仲裁裁決之原判。台灣豐賓於二

零一六年二月進一步向東京高等裁判所抗告要求撤銷仲裁裁決。於二零一七年二月，東京高等裁判所

駁回該抗告，台灣豐賓其後向日本最高裁判所提交一份特別抗告，並向東京高等裁判所提交一份抗告

許可請求書。於二零一七年三月，東京高等裁判所駁回台灣豐賓提交之抗告許可請求。於二零一七年

五月，日本最高裁判所作出裁定，駁回台灣豐賓之特別抗告，並維持仲裁協會就仲裁裁決作出之原

判。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該客戶向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香港法院」）提交申請於香港執行仲裁裁

決。香港法院分別於二零一七年十月及二零一七年十一月發出執行令及暫准押記令。台灣豐賓分別於

二零一八年二月及二零一八年三月向香港法院就反對暫准押記令及取消執行令提交申請。於二零一八

年五月，香港法院駁回台灣豐賓對取消執行令之申請，並將押記令聆訊押後至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供

台灣豐賓及該客戶提交進一步證據。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該客戶透過傳票之方式（預計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進行聆訊）向香港法院

申請查閱台灣豐賓及台灣豐賓之附屬公司龍球有限公司之文件及披露若干資料。 

 

截至本公佈日期，香港法院尚未就押記令聆訊作出最終裁決。 

 

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該客戶亦向台灣士林地方法院提交申請於台灣確認仲裁裁決。於二零一八年三

月，台灣士林地方法院作出裁決，批准確認仲裁裁決。於二零一八年四月，台灣豐賓股東通過一項有

關將台灣豐賓自動清盤的決議案，並已根據台灣法律委任清盤人。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賬面值

為人民幣 10,995,000 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之若干於台灣物業、廠房及設備由台灣士

林地方法院扣押用作執行仲裁裁決。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仍在使用相關物業、廠

房及設備。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後，根據台灣士林地方法院頒佈之指示，相關物業、廠房及

設備予以拍賣，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凱普松科技有限公司購回相關物業、廠房及設備。於本公佈日

期，清盤程序仍在進行中。 

 

於現階段未能釐定香港法院之結果及台灣豐賓之清盤仍在進行中。因此，因該項仲裁裁決，於二零一

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就損害賠償、利息及仲裁相關費用合共撥備 3,511,811,817 日圓（二零一七年：

3,366,180,618 日圓）（相當於人民幣 218,725,000 元（二零一七年：人民幣 193,98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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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波動 

 

本集團之業務收入，以美元及人民幣為主；支出部分則以日圓、人民幣、美元及新台幣較多。由於收

入及支出均包含多項貨幣，因此多採用自然避險方式管理外匯風險，惟倘人民幣及日圓匯率變動幅度

較大時，本集團仍會間接受到影響。 

 

現時人民幣並非可自由兌換之貨幣，中國政府可能會採取措施，致使未來人民幣與現行或過去之匯率

出現重大差異。 
 

僱用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僱員共有約 2,341 名，薪金、花紅及福利乃參酌現行市場條款

及因應個別僱員之表現、資歷及經驗而釐定。本年度，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約為人民幣

239,609,000 元（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人民幣 221,037,000 元）。 

 

遵守法規 

 

就本公司所知，本年度其已於各重大方面遵守對本集團業務及營運有重大影響之相關法律及規例。 

 

未來策略規劃 

 

二零一九年產業趨勢聚焦在： 

 

1. 人工智慧大眾化：毫無疑問人工智慧技術將是未來最重要的技術趨勢，包括人工智慧平台、自動

駕駛、機器人、無人機等，不管是製造業、零售業、金投資及醫療院所等均將大量的投入研發設

計等應用系統。 

2. 數位化生態系統：人工智慧大眾化外，數位化生態系統也將取代舊有的分區式技術架構，轉換到

生態系統平台，在人類與科技之間搭起平台，這包含區塊鏈、數位分身、物聯網（「物聯網」）

等，這對金融業更有安全、效率的誘因。 

3. 生物駭客：也許人類在未來十年內會出現超人類，而這些對人類未來產生巨大變革的生物駭客所

可能產出的如：生物晶片、人工組織培育、腦機介面、擴增實境或混合實境等。 

4. 透明沈浸式體驗：係指人、企業與物的關係均會透明化，並因此而延伸出智慧生活；包括 4D 列

印、邊緣人工智慧、連網家庭、自我修復系統等。 

5. 無所不在的基礎架構：促成此基礎架構之環境技術包含 5G、深度神經網路、神經型態硬體和量子

運算等。 

 

隨著雲端運算及其眾多相關技術的出現和大規模的普及，已經促成了一個永不斷線、方便取得且沒有

制的基礎架構運算環境。毫無疑問的 5G 是目前最受矚目的基礎架構技術，建構端到端的產業鏈及商

用目標，顯然科技的日新月異，而且發展愈來愈快的步調下，人類生活即將進入一個無所不在的智慧

時代，於此之際，產業也要跟上腳步才能面對科技的變革，而我們亦將以下列各項做為企業變革的目

標： 

 

 人力資源： 精減人力需求，以教育訓練及增加自動化設備來面對生產線人資費用的增加及改進人

力效率。 

 生產設備： 增加自動化設備，進行試產。  

 材料成本：整合共用材料以減少庫存的積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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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開發： 基礎材料的開發含塗層的高比容箔及高壓固態的材料。 

 驗証互交：加強客戶端的應用溝通，即時瞭解產品發展動態，建立先進電子應用實驗室模擬終端

客戶的產品應用，提前預判電容可能失效模式及原因，以提升電容品質，滿足需求。 

 技術革新：  

 

目前本集團預期將在二零一九年針對以下各項鋁箔及電容器關鍵技術進行開發： 

 

     鋁箔 

 容量提升：以新型化成添加劑使新開發的鋁箔容量提升。 

 節能：通過調整作業程序優化化成配方而將用電量下降。     

 超高壓（700V 以上）化成箔生產線的節電技術研發。 

 

     電容器 

 線上監控老化製程，提升產品在新能源領域的應用，同時對應雙層底鋁殼三道束腰設

計，提升產品防振動性能及散熱設計，提升產品的應用領域。 

 固態電容低溫特性專用導電性高分子新材料開發完成，大幅提升客戶端應用高頻低阻的

性能。 

 電容器市場在光伏、新能源的應用發展良好，加強了光伏逆變器、新能源汽車的超高壓

產品的開拓，光伏逆變器550V / 5000Hrs 產品，成功導入歐洲光伏應用市場。 

 車載充電機用高壓Snap-in 大電容，已經協力廠商公正單位測試通過。 

 車載用半固態鋁電解電容器，已經客戶測試通過。 

 

展望未來 

 

二零一九年，對科技業而言，毫無疑問科技的演進已經進入全面智慧化的時代，不管是人工智慧對智

慧生活帶來的無限想像空間，以及邊際運算其主要是解決物聯網上層雲端平台運算負擔、中層通訊傳

輸費用及底層即時控制等問題，使底層控制設備或中層閘道器具有一定程度的運算功能，讓使得物聯

網系統反應更快速，建置與運作成本也愈低，而人工智慧的導入會使得邊際設備不但具有運算功能還

有學習能力，透過不斷嘗試錯誤的學習，讓整體系統真正具有智慧化，毫無疑問，當一個科技對世界

帶來顛覆，產業與人力資源就必迎合此一趨勢的升級，人工智慧的到來也意味著轉型的必要，本集團

亦是產業中之一員，自是尋求翻轉蛻變的契機，同時亦保持關注市場的不理性因素、產銷供應鏈調整

平順、美元成本的提高及國際貿易因中美貿易而產生的動能趨緩。 

 

企業追求永續經營與本公司股東共用獲利是本集團一貫之宗旨。本集團未來將持續專注於現有產業，

研發創新、精益求精，有效管控成本並提升製造效率，維持業界競爭力；以技術研發及產品創新服務

維繫暨有客戶，嘗試發展跨產業整合的產銷模式，積極拓展歐洲及美洲市場以達到量產規劃，穩定創

造產業的價值與收益，以利潤回饋本公司股東的支持。 

 

 

其他資料 
 

股息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董事會宣派中期股息每股港幣 0.05 元，總額為港幣

42,227,992.05 元（相當於約人民幣 36,630,000 元），該中期股息已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一日派付予本

公司股東。於本年度，董事會並無宣派任何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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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會不建議就本年度派發任何末期股息（二零一七年：無）。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經本公司進行具體查詢後，本公司所有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本年度一直

遵守載於標準守則內之規定準則。 

 

企業管治 

 

除下文披露者外，本公司於本年度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企

業管治守則」）之適用守則條文： 

 

(i) 企業管治守則第 A.6.7 項守則條文規定獨立非執行董事亦應出席股東大會。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

事董清銓先生因私人理由，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ii) 企業管治守則第 F.1.3 項守則條文規定公司秘書應向董事會主席及╱或最高行政人員匯報。本公

司之公司秘書是向首席財務官而非向董事會主席及╱或最高行政人員匯報。由於公司秘書亦參與

處理本集團財務報告事宜，如彼匯報予首席財務官（首席財務官會向董事會主席匯報本集團財務

事宜及企業管治），則可簡化報告程序。 

 

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之審閱工作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本年度之全年業績。 

 

年度報告 

 

載有上市規則規定之所有資料之二零一八年年度報告將刊登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頁

(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頁(www.capxongroup.com)。 

 

董事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林金村先生（主席兼總裁）、周秋月女士（副總裁）、林元

瑜先生（首席執行官）及林薏竹女士， 一名非執行董事劉芳均女士，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謝金虎

先生、呂鴻德先生及董清銓先生。 

 

                                                                               承董事會命 

凱普松國際電子有限公司 
主席 

林金村 

 

香港，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http://www.hkex.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