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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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概不對本公告內作出的任何陳述、載列的任何報告或發表的任何意見的

準確性承擔任何責任。

Elec & Eltek International Company Limited
依利安達集團有限公司 *

（於新加坡共和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新加坡公司註冊編號：199300005H

（香港股份代號：1151）

（新加坡股份代號：E16.SI）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二季度及六個月之
未經審核財務業績

本公告乃依利安達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

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49(6)條而刊發。本公告原以英文編製。本

公告的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異，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本公告乃根據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新交所」）的有關條例編製。本公告所載

財務資料乃根據新加坡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新加坡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並未

經核數師審核或審閱。本公司股東及公眾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

事。

本公告載有關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就本集團商機及業務前景的

目標及展望的預測及前瞻性陳述。該等前膽性陳述並不構成本集團對未來表現的保

證，並可因各種因素而導致本公司實際業績、計劃及目標與前瞻性陳述所述者呈重

大差異。該等因素包括（但不限於）一般行業及經濟狀況、客戶需求、客戶與合作伙

伴以及政府及政策的變動。本集團並無義務更新或修訂本公告所載的任何前瞻性陳

述以反映結算日後事項或情況。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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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上半年度」）

（「二零一七年

上半年度」） 百分比變動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280,119 235,102 19.1%

未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

 攤銷前盈利 37,484 38,505 -2.7%

未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

 攤銷前盈利率 13.4% 16.4% -3.0%

稅前溢利 17,237 19,820 -13.0%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溢利淨額 14,850 16,525 -10.1%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 7.94美仙 8.84美仙 -10.2%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每股資產淨值 2.15美元 2.15美元 n/m

淨負債比率 21.1% 11.8% 9.3%

n/m －百分比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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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第
二季度（「二零一八年第二季度」）及六個月（「二零一八年上半年度」）之未經審核綜
合業績及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二季度（「二零一七年第二季度」）及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上半年度」）之比較數字。

綜合損益表

二零一八年
第二季度

二零一七年
第二季度

二零一八年
上半年度

二零一七年
上半年度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百分比變動 千美元 千美元 百分比變動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營業額 2 148,268 118,891 24.7% 280,119 235,102 19.1%

銷售成本 (132,657) (101,496) 30.7% (248,212) (199,626) 24.3%
    

毛利 15,611 17,395 -10.3% 31,907 35,476 -10.1%

毛利率 10.5% 14.6% -4.1% 11.4% 15.1% -3.7%

其他經營收入及收益 960 517 85.7% 1,381 995 38.8%

分銷及銷售開支 (2,420) (2,527) -4.2% (4,859) (5,167) -6.0%

行政開支 (5,240) (5,104) 2.7% (10,230) (9,738) 5.1%

其他經營開支及虧損 (177) (885) -80.0% (282) (1,153) -75.5%

融資成本 3 (384) (298) 28.9% (680) (593) 14.7%
    

除稅前溢利 8,350 9,098 -8.2% 17,237 19,820 -13.0%

所得稅開支 4 (575) (1,351) -57.4% (2,149) (3,006) -28.5%
    

期內溢利 7,775 7,747 0.4% 15,088 16,814 -10.3%
    

溢利應佔份額：
 本公司持有人 7,625 7,615 0.1% 14,850 16,525 -10.1%

 非控股股東權益 150 132 13.6% 238 289 -17.6%
    

7,775 7,747 0.4% 15,088 16,814 -10.3%
    

每股盈利（美仙） 6

－基本及攤薄 4.08 4.07 0.3% 7.94 8.8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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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附註：

二零一八年
第二季度

二零一七年
第二季度

二零一八年
上半年度

二零一七年
上半年度

千美元 千美元 百分比變動 千美元 千美元 百分比變動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10,305 8,931 15.4% 19,535 18,053 8.2%

預付土地使用權攤銷 41 41 n/m 82 82 n/m

（撥備回撥）呆賬撥備 (164) 597 -127.5% (114) 657 -117.4%

陳舊存貨撥備（撥備回撥） 60 (282) 121.3% 196 122 60.7%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二零一八年
第二季度

二零一七年
第二季度

二零一八年
上半年度

二零一七年
上半年度

千美元 千美元 百分比變動 千美元 千美元 百分比變動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 7,775 7,747 0.4% 15,088 16,814 -10.3%
    

其他全面開支：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
 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之
  匯兌差額  (441) (338) 30.5% (152) (574) -73.5%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
 （扣除稅項）  (441) (338) 30.5% (152) (574) -73.5%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7,334 7,409 -1.0% 14,936 16,240 -8.0%
    

全面收益總額
 應佔份額：
 本公司持有人 7,184 7,277 -1.3% 14,698 15,951 -7.9%

 非控股股東權益 150 132 13.6% 238 289 -17.6%
    

7,334 7,409 -1.0% 14,936 16,240 -8.0%
    

n/m － 百分比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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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表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流動資產
 現金及銀行結餘 20,019 25,985 41 179
 貿易應收賬款 9 180,709 168,280 － －
 應收票據 9 2,164 3,555 － －
 其他應收賬項 21,468 13,216 30 1
 預付土地使用權 399 399 － －
 存貨 10 47,370 44,156 － －

    
流動資產總值 272,129 255,591 71 180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8 302,738 286,660 － －
 預付土地使用權 12,367 12,449 － －
 購買機器及設備之訂金 8 10,488 10,401 － －
 投資物業 101,692 101,692 － －
 附屬公司 － － 485,016 470,324
 遞延稅項資產 84 84 － －

    
非流動資產總值 427,369 411,286 485,016 470,324

    
總資產 699,498 666,877 485,087 470,504

    
負債及權益
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12 74,753 47,286 － －
 貿易應付賬項 11 136,441 133,012 － －
 應付票據 11 12,933 17,293 － －
 其他應付賬項 38,038 36,739 974 2,258
 應付附屬公司款項 － － 262,870 231,454
 稅項撥備 3,432 3,234 － －

    
流動負債總額 265,597 237,564 263,844 233,712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12 30,000 25,942 － －
 遞延稅項負債 2,551 2,003 － －

    
非流動負債總額 32,551 27,945 － －

    
股本、儲備及非控股股東權益
 股本 13 113,880 113,880 113,880 113,880
 儲備 275,890 276,146 107,363 122,912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權益 389,770 390,026 221,243 236,792
 非控股股東權益 11,580 11,342 － －

    
權益總額 401,350 401,368 221,243 236,792

    
負債及權益總額 699,498 666,877 485,087 47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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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資本儲備 法定儲備 重估儲備 其他儲備 保留盈利
外幣

匯兌儲備 總計
非控股

股東權益 權益總額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附註 i） （附註 ii） （附註 iii） （附註 iv）

本集團
二零一八年第二季度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
 之結餘（未經審核） 113,880 1,916 6,826 42,684 166 217,570 14,498 397,540 11,430 408,970

二零一八年第二季度權益變動
期內全面收益（支出）總額
 期內溢利 － － － － － 7,625 － 7,625 150 7,775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 － － － － － (441) (441) － (441)

          
 期內其他全面支出
  （扣除稅項） － － － － － － (441) (441) － (441)

          
 總計 － － － － － 7,625 (441) 7,184 150 7,334

          
與持有人之交易，
 直接於權益內確認
 就上年度之已付股息 － － － － － (14,954) － (14,954) － (14,954)

          
 總計 － － － － － (14,954) － (14,954) － (14,954)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之結餘（未經審核） 113,880 1,916 6,826 42,684 166 210,241 14,057 389,770 11,580 401,350

          
二零一七年第二季度
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
 之結餘（未經審核） 113,880 1,916 6,252 42,684 166 194,883 14,848 374,629 10,875 385,504

二零一七年第二季度權益變動
期內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期內溢利 － － － － － 7,615 － 7,615 132 7,747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 － － － － － (338) (338) － (338)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
  （扣除稅項） － － － － － － (338) (338) － (338)

          
 總計 － － － － － 7,615 (338) 7,277 132 7,409

          
與持有人之交易，
 直接於權益內確認
 就上年度之已付股息 － － － － － (11,215) － (11,215) － (11,215)

          
 總計 － － － － － (11,215) － (11,215) － (11,215)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之結餘（未經審核） 113,880 1,916 6,252 42,684 166 191,283 14,510 370,691 11,007 381,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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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資本儲備 法定儲備 重估儲備 其他儲備 保留盈利
外幣

匯兌儲備 總計
非控股

股東權益 權益總額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附註 i） （附註 ii） （附註 iii） （附註 iv）
本集團
二零一八年上半年度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之結餘（經審核） 113,880 1,916 6,826 42,684 166 210,345 14,209 390,026 11,342 401,368

二零一八年上半年度權益變動
期內全面收益（支出）總額
 期內溢利 － － － － － 14,850 － 14,850 238 15,088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 － － － － － (152) (152) － (152)

          
 期內其他全面支出
  （扣除稅項） － － － － － － (152) (152) － (152)

          
 總計 － － － － － 14,850 (152) 14,698 238 14,936

          
與持有人之交易，
 直接於權益內確認
 就上年度之已付股息 － － － － － (14,954) － (14,954) － (14,954)

          
 總計 － － － － － (14,954) － (14,954) － (14,954)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之結餘（未經審核） 113,880 1,916 6,826 42,684 166 210,241 14,057 389,770 11,580 401,350

          
二零一七年上半年度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
 之結餘（經審核） 113,880 1,916 6,252 42,684 166 185,973 15,084 365,955 10,718 376,673

二零一七年上半年度權益變動
期內全面收益（支出）總額
 期內溢利 － － － － － 16,525 － 16,525 289 16,814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 － － － － － (574) (574) － (574)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
  （扣除稅項） － － － － － － (574) (574) － (574)

          
 總計 － － － － － 16,525 (574) 15,951 289 16,240

          
與持有人之交易，
 直接於權益內確認
 就上年度之已付股息 － － － － － (11,215) － (11,215) － (11,215)

          
 總計 － － － － － (11,215) － (11,215) － (11,215)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之結餘（未經審核） 113,880 1,916 6,252 42,684 166 191,283 14,510 370,691 11,007 381,698

          
附註：

(i) 資本儲備指於優先購股權獲行使時自本公司優先購股權儲備轉撥的金額。

(ii) 法定儲備指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及泰國經營的附屬公司根據中國及泰國的法律規定就股
息宣派而撥出的金額。

(iii) 本集團的重估儲備指因本集團若干物業由自用物業轉撥至投資物業而作出重估所得的收益。

(iv) 計入其他儲備的金額指非控股股東收購附屬公司額外權益代價的公平值及其應佔附屬公司額外
權益資產淨值賬面值的差額，並將於出售該附屬公司或該附屬公司出售資產後於損益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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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 資本儲備 保留盈利 權益總額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本公司

二零一八年第二季度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
 之結餘（未經審核） 113,880 1,916 120,732 236,528
期內虧損，代表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 － (331) (331)
與持有人之交易，直接於權益內確認
 就上一年度之已付股息 － － (14,954) (14,954)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之結餘（未經審核） 113,880 1,916 105,447 221,243

    
二零一七年第二季度
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
 之結餘（未經審核） 113,880 1,916 129,952 245,748
期內虧損，代表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 － (506) (506)
與持有人之交易，直接於權益內確認
 就上一年度之已付股息 － － (11,215) (11,215)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之結餘（未經審核） 113,880 1,916 118,231 234,027

    
二零一八年上半年度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之結餘（經審核） 113,880 1,916 120,996 236,792
期內虧損，代表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 － (595) (595)
與持有人之交易，直接於權益內確認
 就上一年度之已付股息 － － (14,954) (14,954)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之結餘（未經審核） 113,880 1,916 105,447 221,243

    
二零一七年上半年度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
 之結餘（經審核） 113,880 1,916 130,000 245,796
期內虧損，代表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 － (554) (554)
與持有人之交易，直接於權益內確認
 就上一年度之已付股息 － － (11,215) (11,215)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之結餘（未經審核） 113,880 1,916 118,231 234,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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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現金流量表

二零一八年

第二季度

二零一七年

第二季度

二零一八年

上半年度

二零一七年

上半年度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

除稅前溢利 8,350 9,098 17,237 19,820

就下列各項作出調整：

 （撥備回撥）呆賬撥備 (164) 597 (114) 657

 融資成本 384 298 680 593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10,305 8,931 19,535 18,053

 預付土地使用權攤銷 41 41 82 82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收益 (77) (56) (85) (57)

 陳舊存貨撥備（撥備回撥） 60 (282) 196 122

利息收入 (21) (21) (50) (43)
    

未計營運資金變動前

 之經營收入 18,878 18,606 37,481 39,227

存貨（增加）減少 (1,068) 1,678 (2,589) (4,746)

貿易、票據及其他應收賬款

 增加 (27,859) (8,486) (21,463) (12,821)

貿易、票據及其他應付賬款

 增加（減少） 7 1,723 989 (1,190)
    

經營業務（所用）產生之現金淨額 (10,042) 13,521 14,418 20,470

已收利息收入 21 21 50 43

已付利息 (425) (332) (787) (637)

已付所得稅 (602) (675) (2,092) (1,389)
    

經營業務（所用）所得之現金淨額 (11,048) 12,535 11,589 18,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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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

第二季度

二零一七年

第二季度

二零一八年

上半年度

二零一七年

上半年度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投資業務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

 所得款項 110 94 194 98

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 (8,227) (6,046) (30,370) (8,116)

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

 所付訂金 (87) (4,073) (4,247) (5,848)
    

投資業務所用之現金淨額 (8,204) (10,025) (34,423) (13,866)
    

融資業務

銀行借貸所得款項 27,211 13,760 40,600 30,791

償還銀行借款 (343) (1,982) (9,075) (24,814)

本公司支付股息 (14,954) (11,215) (14,954) (11,215)
    

融資業務所得（所用）

 之現金淨額 11,914 563 16,571 (5,238)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減少）增加淨額 (7,338) 3,073 (6,263) (617)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7,197 14,693 25,985 18,651

外幣匯率變動對所持外幣

 現金結餘之影響淨額 160 (152) 297 (420)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0,019 17,614 20,019 17,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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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編製二零一八年第二季度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的最近期經審核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同。

本集團已採納新的財務報告框架－新加坡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新加坡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所

有於新加坡註冊成立並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於二零一八年一

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予以採納。本集團已評估有關過渡條文，並選擇不會重設外幣匯

兌儲備中所記錄的累計匯兌差額。

本集團亦已採納以下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的新加坡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公佈：

‧ 新加坡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金融工具

‧ 加坡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客戶合約收入

‧ 新加坡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40號投資物業

‧ 新加坡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第 22號外幣交易及預付代價

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財務報告準則不會導致本集團及本公司會計政策有所變動，亦不會對目

前或過往財政期間呈報的數字構成重大影響。

本集團尚未提早採納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財務報告準則或修訂本，有關準則

或修訂本將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財務期間生效：

‧ 新加坡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租賃

‧ 新加坡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第 23號所得稅處理的不確定性

本集團正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修訂於首次採用後的影響作出評估，但尚未能列明該等新

訂及經修訂準則及修訂會否對本集團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2.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的經營業務源於兩個單獨的報告及經營分部，即：(i)製造及分銷印刷線路板（「印刷線路

板」）；及 (ii)物業投資。此等分部乃根據符合財務報告準則的會計政策編製並由執行董事定期審

閱的內部管理報告而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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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及分銷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印刷線路板 物業投資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分部營業額

來自外部客戶的營業額 275,873 4,246 280,119
   

分部業績 14,174 3,658 17,832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595)
 

除稅前溢利 17,237

 

製造及分銷

印刷線路板 物業投資 未分配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資產

分部資產 565,383 114,096 － 679,479

未分配資產 － － 20,019 20,019
 

綜合資產總值 699,498

 

負債

分部負債 (287,152) (7,560) － (294,712)

未分配負債 － － (3,436) (3,436)
 

綜合負債總額 (298,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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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及分銷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印刷線路板 物業投資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分部營業額

來自外部客戶的營業額 231,635 3,467 235,102
   

分部業績 17,493 2,881 20,374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554)
 

除稅前溢利 19,820

 

製造及分銷

印刷線路板 物業投資 未分配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資產

分部資產 467,547 100,142 － 567,689

未分配資產 － － 17,614 17,614
 

綜合資產總值 585,303

 

負債

分部負債 (200,378) (1,507) － (201,885)

未分配負債 － － (1,720) (1,720)
 

綜合負債總額 (203,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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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融資成本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上半年度 上半年度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銀行借貸利息 787 637

減：撥充資本金額 (107) (44)
  

680 593

  

4. 所得稅開支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上半年度 上半年度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新加坡所得稅 － 1

 中國企業所得稅 1,529 2,513

 香港所得稅 83 126
  

1,612 2,640

遞延稅項 537 366
  

2,149 3,006

  

 本集團須繳納其溢利產生的經營地點的稅項。其他司法管轄區之稅項乃按有關司法管轄區之適

用稅率計算。

5. 股息

 二零一八年上半年度並無宣派或建議派付任何股息（二零一七年上半年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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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盈利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基於下列項目計算：

盈利 盈利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第二季度 第二季度 上半年度 上半年度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

 盈利的盈利 7,625 7,615 14,850 16,525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第二季度 第二季度 上半年度 上半年度

千股 千股 千股 千股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

 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86,920 186,920 186,920 186,920
    

每股盈利（美仙）

－基本及攤薄 4.08 4.07 7.94 8.84
    

 本集團並未授出股份期權。並無潛在攤薄普通股。

7. 資產淨值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根據於期間結束時已發行
 股份總數（不包括庫存股份）
 計算之每股普通股資產淨值
 （包括非控股股東權益）* 2.15 2.15 1.18 1.27

    

* 按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已發行股份 186,919,962股（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86,919,962股已發行股份）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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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添置

 於呈報期內，本集團耗資約 34,600,000美元（二零一七年上半年度：約 14,000,000美元）購買物
業、機器及設備（包括已付按金）。

 購買機器及設備之訂金與為營運需要購買新機器及設備時作出的首期付款有關。各季度末所呈
報的首期付款金額將取決於（但不限於）相關設備的訂單發出時間、交付時間及所購買設備投入
使用的時間而定。

9.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本集團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賬款
 －第三方 175,341 163,051

 －關連公司（附註） 5,368 5,229
  

180,709 168,280

應收票據 2,164 3,555
  

總計 182,873 171,835

  

 附註：關連公司為最終控股公司之附屬公司（本集團除外）。

 以下為於呈報期結算日按發票日期呈列的貿易應收賬款（已扣除呆賬撥備）之賬齡分析：

本集團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90天以內 143,122 133,674

91至 180天 37,587 34,606

180天以上 － －
  

180,709 168,280

  

 於呈報期結算日，應收票據的賬齡均為 180天以內（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80天以內）。

 貿易應收賬款不計息，信貸期一般為 30至 12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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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存貨
本集團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原材料 11,862 11,180

在製品 17,333 16,402

產成品 18,175 16,574
  

47,370 44,156

  

11. 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本集團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賬款
 －第三方 93,651 89,129

 －關連公司（附註） 42,790 43,883
  

136,441 133,012

應付票據 12,933 17,293
  

總計 149,374 150,305

  

 附註：關連公司為最終控股公司之附屬公司（本集團除外）。

 貿易應付賬款不計息，信貸期一般為 15至 120天。以下為於呈報期結算日按發票日期呈列的貿
易應付賬款的賬齡分析：

本集團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90天以內 97,505 92,699

91至 180天 31,371 28,695

180天以上 7,565 11,618
  

136,441 133,012

  

 於呈報期結算日，應付票據的賬齡均為 180天以內（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80天以內）。
應付票據主要與透過開具不可撤銷的信用證之付款方式購買設備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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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銀行貸款

本集團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無抵押：

 銀行貸款 104,753 73,228

  

包括於以下時間到期的款項：

 －一年內 74,753 47,286

 －超過一年 30,000 25,942
  

104,753 73,228

  

本集團的外部借貸總額由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增加約 43.1%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約

104,800,000美元。

13. 股本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總數為 186,919,962股（不包括庫存股份）（二零

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86,919,962股）。

14. 優先購股權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尚未行使之本公司優先購股權。

自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採納二零一八年依利安達僱員優先購股權計劃及截至本公

告日期止，本公司概無根據該計劃授出任何優先購股權。

15. 流動資產淨值及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流動資產淨值（定義為流動資產減流動負債）約為 6,500,000美

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18,000,000美元）。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約為 433,900,000美元（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429,300,000美元）。

16. 新加坡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對賬

 於二零一八年上半年度，根據新加坡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本集團綜合

財務報表概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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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本集團欣然宣佈二零一八年第二季度及二零一八年上半年度的業績。本集團訂單

維持增長，因此本集團二零一八年上半年度營業額較二零一七年上半年度增加

19.1%，達約 280,100,000美元（二零一七年上半年度：235,100,000美元）。由於人

民幣升值以及生產成本攀升，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上半年度之應佔溢利淨額（除稅

及扣除非控股股東權益後溢利）較二零一七年上半年度下降 10.1%至 14,900,000美元

（二零一七年上半年度：16,500,000美元）。

本集團二零一八年第二季度營業額較二零一七年第二季度增加 24.7%，達約

148,300,000美元（二零一七年第二季度：118,900,000美元）。二零一八年第二季度

之毛利較二零一七年第二季度下降 10.3%至 15,600,000美元（二零一七年第二季度：

17,400,000美元），毛利率為 10.5%（二零一七年第二季度：14.6%）。本集團之未扣

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未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增加

約 3.9%至 19,100,000美元（二零一七年第二季度：18,300,000美元）。二零一八年第

二季度應佔溢利淨額為 7,600,000美元（二零一七年第二季度：7,600,000美元）。

於二零一八年第二季度，通訊及網絡產品（包括手機）佔印刷線路板銷售額約 46.1%

（二零一七年第二季度：47.2%），而汽車印刷線路板銷售額佔印刷線路板銷售總額

約 24.3%（二零一七年第二季度：21.6%）。其他產品（包括電腦、消費電子及工業

產品）佔印刷線路板銷售總額約 29.6%（二零一七年第二季度：31.2%）。高精密度互

連（「高精密度互連」）印刷線路板於二零一八年第二季度則佔印刷線路板銷售總額約

24.4%（二零一七年第二季度：27.0%）。

流動資金及財務狀況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流動資產淨值約為 6,500,000美元（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18,000,000美元），流動比率為 1.02，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的流動比率則為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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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的淨營運資金週期為 45日（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5

日），乃基於以下主要指標：

‧ 存貨週轉期增至 30日（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8日）。

‧ 貿易應收賬款週轉期增至 114日（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9日）。

‧ 貿易應付賬款週轉期減少至 99日（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2日）。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的淨負債比率（扣除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後的附息

借貸與權益總額比率）約為 21.1%（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8%）。短期與長

期銀行借貸的比例維持於 71%:29%（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5%:35%）。於

報告期，本集團動用約 34,600,000美元（二零一七年上半年度：14,000,000美元）收

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的權益總額約為 401,400,000

美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401,400,000美元）。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

日，本集團持有的手頭現金及未動用的融資貸款額度分別約 20,000,000美元及

30,100,000美元。

本集團的交易及貨幣資產主要以美元、人民幣及港元結算，且其面臨有關人民幣與

本集團開展業務的其他貨幣之間的匯率波動的風險。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聘用僱員約 8,700人（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8,700人）。僱員薪金維持在有競爭力之水平，並密切參考有關勞動市場及當地

政府不時規定之最低工資指引作每年檢討。本集團乃根據本公司之溢利目標成果及

僱員個人表現向合資格僱員派發特別獎金。

本公司已二零一八年上半年度實行僱員先購股權計劃，於適當時候用以（其中包括）

招攬及保留最優秀人材，並使僱員個人利益與本集團利益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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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二零一八年下半年度的經營環境仍然足滿挑戰，同業競爭將很可能愈加劇烈。本集

團會繼續著重產品質量控制及成本監控。本集團目前正在升級印刷線路板生產設

備，務求進一步優化產品性能，以提升集團的競爭力及滿足客戶要求。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二零一八年上半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買賣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

證券。

審核委員會

董事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與本集團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

及慣例，並討論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包括審閱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上

半年度的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審核委員會對本公司採納的會計處理方法並無異

議。

審核或審閱財務業績

二零一八年第二季度及二零一八年上半年度的財務業績未經本集團核數師審核或審

閱。

遵守上市規則的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列之守則條

文（「守則條文」）作為本公司的守則。

董事會現時下設四個董事委員會，即審核委員會、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薪

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僱員優先購股權計劃委員會（「僱員優先購股權計劃委員

會」）（統稱「董事委員會」）。除僱員優先購股權計劃委員會外，各董事委員會之職權

範圍均在香港聯交所網站上刊載。除僱員優先購股權計劃委員會外，各董事委員會

之職權範圍亦在本公司網站上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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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上半年內，本公司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惟下列僱離者除外：

1. 偏離守則條文第A.4.1條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A.4.1條，每名非執行董事應有指定任期，並須

膺選連任。

本公司所有現有非執行董事的委任均無指定任期，但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

「第 95條－選舉董事」，非執行董事須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並膺

選連任（惟王圣洁（「王先生」）除外，原因於下文「2.偏離守則條文第A.4.2條」披

露）。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第 95條，本公司三分之一董事（按董事自上次重

選或委任起計服務年期最長的先退任次序作基準）須於本公司每屆股東週年大

會上退任或由股東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膺選連任。這實際上意味著，在未經本

公司股東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膺選連任的情況下，概無董事將留任超過三 (3)年

（惟王先生除外，原因於下文「2.偏離守則條文第A.4.2條」披露）。本公司認為已

採取足夠的措施，確保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常規不比於企業管治守則所列者寬鬆。

2. 偏離守則條文第A.4.2條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A.4.2條，所有為填補臨時空缺而獲委任的董事

均須於獲委任後的首屆股東大會上由股東膺選連任。每位董事（包括獲指定任期

的董事）應至少每三 (3)年輪值告退一次。

儘管上述者，新加坡法例第 50章公司法（「公司法」）規定，於新加坡註冊成立的

公司須經常擁有至少一 (1)名通常居於新加坡的董事。王先生（唯一一位新加坡

居民董事，於黎忠德先生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根據守則條文第A4.1條辭任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的當日獲委任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應於其獲委任後

的本公司首屆股東大會上退任。根據本公司新加坡法律顧問的意見，王先生不

能於其獲委任後的本公司首屆股東大會上退任及膺選連任，亦不能於本公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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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膺選連任，原因是緊隨王先生退任後本公司將無新加

坡居民董事，即使彼後來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獲本公司股東膺選連任，本公司

將承擔違反公司法之風險。

為遵守該守則條文同時不違反公司法，本公司將考慮向董事會另外委任一 (1)名

新加坡居民董事，從而使兩 (2)名新加坡居民董事可交替地輪值告退（倘必要），

以避免在任何時間無新加坡居民董事。

3. 偏離守則條文第E.1.2條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E.1.2條，董事會主席（「主席」）應出席本公司的

股東週年大會。

主席張國榮先生因其正參與本集團業務事宜而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四

月二十七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二零一八年股東週年大會」）。張國榮先生將

在二零一八年股東週年大會上回應股東所提問題的職務轉交副主席（「副主席」）

兼執行董事張偉連女士（本公司的行政總裁）執行。

雖然有上述偏離情況，本公司認為已採取足夠的措施確保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常

規不比企業管治守則所載者寬鬆。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香港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不比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

則（「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標準寬鬆的董事及有關僱員（定義見企業管治守則）進行證

券交易的行為守則。於批准本公司的季度業績及年度業績的董事會會議舉行日期前

分別至少 30日及 60日向本公司各董事及有關僱員傳閱內部備忘錄，提醒董事及有

關僱員不可買賣本公司的證券，直至有關業績已刊發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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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二零一八年上半年度整個期間一直遵守標

準守則所載規定標準及本公司本身自訂的守則。

中報期間後的報告期後事件

於二零一八年上半年度之後，本集團並無發生任何有待披露的重大報告期後事件。

預測陳述

本公司過往並無向股東披露預測陳述。

於相關證券交易所網站披露

本公告將在新交所網站 (http://www.sgx.com)、香港聯交所網站 (http://www.

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http://www.eleceltek.com)刊載。

致謝

吾等謹代表董事會藉此機會向董事會及全球各地員工致以由衷謝意，感謝彼等一直

毫無保留地竭誠盡力為本集團服務。

根據新交所上市手冊第 705(5)條作出之確認

就我們所深知，概無任何可能會導致本公司及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第二季度及二零

一八年上半年度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業績在任何重大方面失實或有誤導成份之事宜

須提請董事會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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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

於呈報期內本集團內所進行屬於新交所上市手冊第 9章所指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如

下：

有利益關係人士名稱

於財政回顧期間進行之所有

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的

總值（包括少於 100,000

新加坡元之交易，但不包括

根據上市手冊第 920條

獲股東授權進行之交易）

根據上市手冊第 920條

獲股東授權進行之所有

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

之總值（包括金額少於

100,000新加坡元之交易）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美元 上半年度 上半年度 上半年度 上半年度

購買廠房及設備 

忠信積層板（澳門離岸商業服務）有限公司 － － 4,584 1,235
    

－ － 4,584 1,235
    

購買貨品及服務 

忠信積層板（澳門離岸商業服務）有限公司 － － 49,536 36,451

Delta Realty Limited 40 20 － －

依利安達企業服務有限公司 － 18 － －

衡陽建滔化工有限公司 － － 1,159 843

香港玻璃纖維有限公司 － － 12,756 8,601

惠州忠信化工有限公司 － － 981 593
    

40 38 64,432 46,488
    

提供貨品及服務 

忠信積層板（澳門離岸商業服務）有限公司 － － 2,660 3,700

揚宣電子有限公司 － － － 221

科惠（澳門離岸商業服務）線路有限公司 － － 9,362 4,502
    

－ － 12,022 8,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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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根據新交所上市手冊第 720(1)條取得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作出的書面承
諾

本公司確認已取得所有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根據新交所上市手冊上市規則第 720(1)

條所需作出的書面承諾（按新交所上市手冊附錄 7.7所載格式）。

董事會作出之確認

吾等，張偉連及鄭永耀，為其中兩名董事，謹代表董事會確認，就董事會所深知，

董事會並不知悉任何會導致於二零一八年第二季度及二零一八年上半年度之未經審

核財務報表失實或有誤導成份的事宜。

代表董事會

執行董事 執行董事

張偉連 鄭永耀

承董事會命

依利安達集團有限公司

副主席

張偉連

香港，二零一八年八月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以下董事組成：

執行董事： 非執行董事：

張偉連（副主席） 張國榮（主席）

鄭永耀

獨立非執行董事：

鍾偉昌

王圣洁

江子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