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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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
第三季度及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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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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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準則（國際）（「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國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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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集團的商機及業務前景的

目標及展望的預測及前瞻性陳述。該等前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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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實際業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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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與合作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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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下列日期止九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百分比變動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首三季」）

（「二零一七年

首三季」）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444,261 364,046 22.0%

未扣除利息、稅項、

 折舊及攤銷前盈利 57,263 57,927 -1.1%

未扣除利息、稅項、

 折舊及攤銷前盈利率 12.9% 15.9% -3.0%

稅前溢利 25,831 29,639 -12.8%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溢利淨額 21,380 24,812 -13.8%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 11.44美仙 13.27美仙 -13.8%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每股資產淨值 2.18美元 2.15美元 1.4%

淨負債比率 21.5% 11.8%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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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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三十日止第
三季度（「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度」）及九個月（「二零一八年首三季」）之未經審核綜合業
績及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第三季度（「二零一七年第三季度」）及九個月（「二
零一七年首三季」）之比較數字。

綜合損益表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第三季度 第三季度 百分比 首三季 首三季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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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 2 164,142 128,944 27.3% 444,261 364,046 22.0%

銷售成本 (144,683) (111,998) 29.2% (392,895) (311,624) 26.1%
    

毛利 19,459 16,946 14.8% 51,366 52,422 -2.0%

毛利率 11.9% 13.1% -1.2% 11.6% 14.4% -2.8%

其他經營收入及收益 432 961 -55.0% 1,813 1,956 -7.3%

分銷及銷售成本 (2,612) (2,384) 9.6% (7,471) (7,551) -1.1%

行政開支 (7,953) (4,951) 60.6% (18,183) (14,689) 23.8%

其他經營開支及虧損 (86) (430) -80.0% (368) (1,583) -76.8%

融資成本 3 (646) (323) 100.0% (1,326) (916) 44.8%
    

除稅前溢利 8,594 9,819 -12.5% 25,831 29,639 -12.8%

所得稅開支 4 (1,693) (1,504) 12.6% (3,842) (4,510) -14.8%
    

期內溢利 6,901 8,315 -17.0% 21,989 25,129 -12.5%
    

溢利應佔份額：
 本公司持有人 6,530 8,287 -21.2% 21,380 24,812 -13.8%

 非控股股東權益 371 28 1,225.0% 609 317 92.1%
    

6,901 8,315 -17.0% 21,989 25,129 -12.5%
    

每股盈利（美仙） 6

 —基本及攤薄 3.49 4.43 -21.2% 11.44 13.27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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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附註：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第三季度 第三季度 百分比 首三季 首三季 百分比
千美元 千美元 變動 千美元 千美元 變動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折舊 10,519 9,267 13.5% 30,054 27,320 10.0%

預付土地使用權攤銷 41 41 n/m 123 123 n/m

呆賬撥備 2,476 700 253.7% 2,362 1,357 74.1%

（撥備撥回）陳舊存貨撥備 (13) 295 -104.4% 183 417 -56.1%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第三季度 第三季度 百分比 首三季 首三季 百分比
千美元 千美元 變動 千美元 千美元 變動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 6,901 8,315 -17.0% 21,989 25,129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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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270) -140.0% (44) (844) -94.8%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
 （扣除稅項） 108 (270) -140.0% (44) (844) -94.8%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7,009 8,045 -12.9% 21,945 24,285 -9.6%
    

全面收益總額應佔份額：
 本公司持有人 6,638 8,017 17.2% 21,336 23,968 -11.0%

 非控股股東權益 371 28 1,225.0% 609 317 92.1%
    

7,009 8,045 -12.9% 21,945 24,285 -9.6%
    

n/m－百分比無意義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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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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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08 25,985 113 179
 貿易應收賬款 9 186,446 168,280 — —
 應收票據 9 973 3,555 — —
 其他應收賬項 14,495 13,216 18 1
 預付土地使用權 399 399 — —
 存貨 10 48,418 44,156 — —

    
流動資產總值 272,339 255,591 131 180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8 314,258 286,660 — —
 預付土地使用權 12,326 12,449 — —
 購買機器及設備之訂金 8 10,222 10,401 — —
 投資物業 101,692 101,692 — —
 附屬公司 — — 487,541 470,324
 遞延稅項資產 84 84 — —

    
非流動資產總值 438,582 411,286 487,541 470,324

    
總資產 710,921 666,877 487,672 470,504

    
負債及權益
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12 79,460 47,286 — —
 貿易應付賬項 11 141,187 133,012 — —
 應付票據 11 16,657 17,293 — —
 其他應付賬項 28,651 36,739 803 2,258
 應付附屬公司款項 — — 265,816 231,454
 稅項撥備 3,773 3,234 — —

    
流動負債總額 269,728 237,564 266,619 233,712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12 30,000 25,942 — —
 遞延稅項負債 2,834 2,003 — —

    
非流動負債總額 3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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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528 276,146 107,173 122,912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權益 396,408 390,026 221,053 236,792
非控股股東權益 11,951 11,342 — —

    
權益總額 408,359 401,368 221,053 236,792

    
負債及權益總額 710,921 666,877 487,672 47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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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權益

外幣 非控股
股本 資本儲備 法定儲備 重估儲備 其他儲備 保留盈利 匯兌儲備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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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度
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一日之結餘
 （未經審核） 113,880 1,916 6,826 42,684 166 210,241 14,057 389,770 11,580 401,350

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度權益變動
 期內溢利 — — — — — 6,530 — 6,530 371 6,901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 — — — — — 108 108 — 108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 — — — — — 108 108 — 108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 6,530 108 6,638 371 7,009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
 之結餘（未經審核） 113,880 1,916 6,826 42,684 166 216,771 14,165 396,408 11,951 408,359

          
二零一七年第三季度
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一日之結餘
 （未經審核） 113,880 1,916 6,252 42,684 166 191,283 14,510 370,691 11,007 381,698

二零一七年第三季度權益變動
 期內溢利 — — — — — 8,287 — 8,287 28 8,315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 — — — — — (270) (270) — (270)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扣除稅項） — — — — — — (270) (270) — (270)

          
 期內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 — — — — 8,287 (270) 8,017 28 8,045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之
 結餘（未經審核） 113,880 1,916 6,252 42,684 166 199,570 14,240 378,708 11,035 389,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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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權益
外幣 非控股

股本 資本儲備 法定儲備 重估儲備 其他儲備 保留盈利 匯兌儲備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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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首三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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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首三季權益變動
 期內溢利 — — — — — 21,380 — 21,380 609 21,989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 — — — — — (44) (44) — (44)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
  （扣除稅項） — — — — — — (44) (44) — (44)

          
 期內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 — — — — 21,380 (44) 21,366 609 2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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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 — — — — (14,954) — (14,954) — (14,954)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
 之結餘（未經審核） 113,880 1,916 6,826 42,684 166 216,771 14,165 396,408 11,951 408,359

          
二零一七年首三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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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首三季權益變動
 期內溢利 — — — — — 24,812 — 24,812 317 25,129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 — — — — — (844) (844) — (844)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扣除稅項） — — — — — — (844) (844) — (844)

          
 期內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 — — — — 24,812 (844) 23,968 317 24,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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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 — — — — (11,215) — (11,215) — (11,215)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之結餘
 （未經審核） 113,880 1,916 6,252 42,684 166 199,570 14,240 378,708 11,035 389,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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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i) 資本儲備指於優先購股權獲行使時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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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i）
本公司

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度
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一日之結餘（未經審核） 113,880 1,916 105,447 221,243

期內虧損，代表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190) (190)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之結餘（未經審核） 113,880 1,916 105,257 221,053
    

二零一七年第三季度
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一日之結餘（未經審核） 113,880 1,916 118,231 234,027

期內虧損，代表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785) (785)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之結餘（未經審核） 113,880 1,916 118,107 233,903
    

二零一八年首三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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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785) (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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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之結餘（未經審核） 113,880 1,916 105,257 221,053
    

二零一七年首三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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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678) (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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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之結餘（未經審核） 113,880 1,916 118,107 233,903
    

附註：

(i) 資本儲備指於優先購股權獲行使時自優先購股權儲備轉撥的金額。



– 10 –

綜合現金流量表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第三季度 第三季度 首三季 首三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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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94 9,819 25,831 29,639

就下列各項作出調整：
 呆賬撥備 2,476 700 2,362 1,357

 融資成本 646 323 1,326 916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10,519 9,267 30,054 27,320

 預付土地使用權攤銷 41 41 123 123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收益 (2) (119) (87) (176)

 （撥備撥回）陳舊存貨撥備 (13) 295 183 417

 利息收入 (21) (28) (71) (71)
    

未計營運資金變動前之經營收入 22,240 20,298 59,721 59,525

存貨增加 (1,035) (4,777) (3,624) (9,523)

貿易、票據及其他應收賬款增加 (49) (8,608) (21,512) (21,429)

貿易、票據及其他應付賬款增加 117 24,522 1,106 23,332
    

經營業務產生之現金淨額 21,273 31,435 35,691 51,905

已收利息收入 21 28 71 71

已付利息 (646) (406) (1,433) (1,043)

已付所得稅 (1,098) (1,121) (3,190) (2,510)
    

經營業務所得之現金淨額 19,550 29,936 31,139 48,423
    

投資業務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所得款項 2 120 196 218

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 (21,128) (19,594) (51,498) (27,710)

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所付訂金 (1,730) (2,528) (5,977) (8,376)
    

投資業務使用之現金淨額  (22,856) (22,002) (57,279) (35,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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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第三季度 第三季度 首三季 首三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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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資業務

銀行借貸所得款項 11,936 — 52,536 30,791

償還銀行借款 (7,229) (2,757) (16,304) (27,571)

本公司支付股息 — — (14,954) (11,215)
    

融資業務產生（使用）之現金淨額 4,707 (2,757) 21,278 (7,995)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增加（減少）淨額 1,401 5,177 (4,896) 4,560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0,019 17,614 25,985 18,651

外幣匯率變動對所持外幣

 現金結餘之影響淨額 188 (211) 485 (631)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1,608 22,580 21,608 22,58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包括：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千美元 千美元

現金及銀行結餘 21,608 22,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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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編製二零一八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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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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製造及分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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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919 6,342 444,261
   

分部業績 21,155 5,461 26,616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785)
 

除稅前溢利 25,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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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2,260 107,053 — 689,313

未分配資產 — — 21,608 21,608
 

綜合資產總值 710,921

 

負債

分部負債 (298,202) (1,526) — (299,728)

未分配負債 — — (2,834) (2,834)
 

綜合負債總額 (302,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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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製造及分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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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030 5,016 364,046
   

分部業績 26,252 4,065 30,317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678)
 

除稅前溢利 29,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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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594 101,310 — 592,904

未分配資產 — — 22,580 22,580
 

綜合資產總值 615,484

 

負債

分部負債 (222,438) (1,481) — (223,919)

未分配負債 — — (1,822) (1,822)
 

綜合負債總額 (225,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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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融資成本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首三季 首三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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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息 1,556 1,043

減：撥充資本金額 (230) (127)
  

1,326 916

  

4. 所得稅開支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首三季 首三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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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6 3,934

－香港所得稅 355 94
  

3,051 4,029

遞延稅項 791 481
  

3,842 4,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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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第三季度及去年同期並無宣派或建議派付任何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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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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季度 第三季度 首三季 首三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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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30 8,287 21,380 24,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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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季度 第三季度 首三季 首三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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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 4.43 11.44 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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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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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2.15 1.18 1.27

    

* 按於二零一八年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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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500,000美元（二零一七年首三季：約 36,1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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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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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308 163,051

 －關聯公司（附註） 5,138 5,229
  

186,446 168,280

應收票據 973 3,555
  

總計 187,419 171,835
  

 附註：關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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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貿易應收賬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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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90天以內 156,375 133,674

91至 180天 30,071 34,606

180天以上 — —
  

186,446 168,280
  

 貿易應收賬款不計息，信貸期一般為 30至 12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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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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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存貨

本集團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原材料 13,262 11,180

在製品 17,759 16,402

產成品 17,397 16,574
  

48,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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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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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850 89,129

 －關聯公司（附註） 44,337 43,883
  

141,187 133,012

應付票據 16,657 17,293
  

總計 157,844 150,305
  

 附註：關聯公司為最終控股公司之附屬公司（本集團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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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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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90天以內 96,055 92,699

91至 180天 34,064 28,695

180天以上 11,068 11,618
  

141,187 133,012
  

 貿易應付賬款不計息，信貸期一般為 15至 12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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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銀行貸款

本集團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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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460 73,228

  
包括於以下時間到期的款項：
－一年內 79,460 47,286

－超過一年 30,000 25,942
  

109,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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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5%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約
109,500,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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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股本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總數為 186,919,962股（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86,919,962股）。

14. 優先購股權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尚未行使之優先購股權。截至本

公告日期止，概無根據二零一八年依利安達僱員優先購股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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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流動資產淨值（定義為流動資產減流動負債）約 2.6百萬美元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18.0百萬美元）。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約為 441.2百萬美元（二零一七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約 429.3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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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根據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國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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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欣然宣佈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第三季度及九個月（「回顧期」）的業

績。於回顧期內，訂單保持隱定增長，集團產能逐步擴大，加上產品組合向高層

板及高附加值方向發展，帶動印刷線路板產品平均價格較去年同期上升，營業額

隱定增長。本集團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度之營業額較二零一七年同期增加 27.3%至

164,100,000美元（二零一七年第三季度：128,900,000美元）。然而，平均產品價格

升幅未能完全抵消成本上漲的壓力尤其是原材料和工人成本，毛利增長 14.8%至

19,500,000美元（二零一七年第三季度：16,900,000美元），但毛利率略微地下跌至

11.9%（二零一七年第三季度：13.1%）。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度之應佔溢利淨額（除稅

及扣除非控股股東權益後溢利）較二零一七年同期下降 21.2%至 6,500,000美元（二零

一七年第三季度：8,300,000美元）。

於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度，通訊及網絡產品（包括手機）佔印刷線路板銷售總額約

48.0%（二零一七年第三季度：51.1%），汽車印刷線路板銷售額佔印刷線路板銷售

總額約 20.4%（二零一七年第三季度：19.3 %）。其他產品（包括電腦及週邊設備、消

費電子及工業用相關產品）佔印刷線路板銷售總額的 31.6%（二零一七年第三季度：

29.6%）。高精密度互連（「高精密度互連」）印刷線路板於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度則佔印

刷線路板銷售總額約 25.3%（二零一七年第三季度：24.7%）。

流動資金及財務狀況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流動資產淨值約為 2,6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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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的流動比率則為 1.08。

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的淨營運資金週期為 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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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日（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8日）。

‧ 貿易應收賬款週轉期為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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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日（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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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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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為 11.8%）。短期

與長期銀行借貸的比例維持於 73%:27%（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5%:35%）。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的權益總額約為 408,400,000美元（二零一七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約 401,400,000美元）。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的手頭

現金及未動用的融資貸款額度分別約 21,600,000美元及 25,6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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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面臨有關人民幣與本

集團經營業務的其他貨幣之間的匯率波動的風險。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聘用僱員約 8,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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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已於本年度採納優先購股權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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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景

目前，集團已踏入本年度最後一季，我們的銷售及營銷團隊已開始與客戶磋商來年

的訂單分配，管理層有信心本集團能夠在來年取得到更多通訊網絡產品及汽車印刷

線路板的訂單，在各目標市場搶佔更大的市場份額。

本集團會繼續著重產品質量控制及成本監控，升級生產設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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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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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或審閱財務業績

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度及二零一八年首三季的數字根據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並未經本

集團核數師審核或審閱。

預測陳述

本公司過往並無向股東披露預測陳述。

於交易所網站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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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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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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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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回顧財政期間進行之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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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三季 首三季 首三季 首三季

購買機器及設備 

忠信積層板（澳門離岸商業服務）有限公司 — — 9,091 2,192
    

— — 9,091 2,192
    

購買貨品及服務 

忠信積層板（澳門離岸商業服務）有限公司 — — 81,607 71,975

Delta Realty Limited 62 40 — —

依利安達企業服務有限公司 — 31 — —

衡陽建滔化工有限公司 — — 1,795 1,328

香港玻璃纖維有限公司 — — 21,168 12,895

惠州忠信化工有限公司 — — 1,525 898
    

62 71 106,095 87,096
    

提供貨品及服務 

忠信積層板（澳門離岸商業服務）有限公司 — — 3,194 6,327

揚宣電子有限公司 — — 1 304

科惠（澳門離岸商業服務）線路有限公司 — — 17,023 11,599
    

— — 20,218 18,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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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根據上市規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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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代表本公司董事會確認，就彼等所深

知，董事會並不知悉任何會導致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第三季度及九個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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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ec & Eltek International Company Limited

依利安達集團有限公司 *

副主席

張偉連

香港，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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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聖潔

 江子榮

* 僅供適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