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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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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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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VIEW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唯 冠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34）

TCL顯示科技（惠州）有限公司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業績公告

茲提述唯冠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的通函（「首份通函」）及二
零一五年二月十六日的首份通函的補充通函（「補充通函」），內容有關（其中包括））股本重組、涉
及該等計劃及認購協議（有關認購債券A）的債務重組、本公司收購TCL顯示的全部股權（其構成反
向收購，包括發行代價股份、可換股債券、債券B、返還、待售股份抵押及持續關連交易）、公開
發售（包括包銷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特別交易、建議更改公司名稱、委任候任董事、建
議採納新公司細則及新購股權計劃以及授出發行授權及購回授權。除本公告文義另有所指外，本
公告所用詞彙與首份通函及補充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十七日本公司完成收購TCL顯示的全部權益。如補充通函所載，本公司已向聯
交所承諾於復牌前刊發TCL顯示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財務業績。根據
上述承諾，董事會欣然宣佈，於完成後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TCL顯示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業績及去年的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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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5 2,614,228 1,936,632

銷售成本 (2,375,713) (1,762,564)
  

毛利 238,515 174,068
  

其他收入及收益 5 32,911 3,942

銷售及分銷開支 (42,589) (39,453)

行政開支 (53,822) (43,940)

其他開支 (474) (132)

融資成本 6 (7,783) (9,581)
  

除稅前溢利 7 166,758 84,904

所得稅開支 8 (42,088) (20,044)
  

年度溢利及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124,670 64,860
  

年度擬派的股息詳情於附註 9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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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表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69,328 80,888

無形資產 132 156

非流動預付款項 7,645 4,903

遞延稅項資產 13,706 5,903
  

非流動資產總值 190,811 91,850
  

流動資產
存貨 10 187,466 190,468

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 11 291,311 324,33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20,141 14,787

應收關聯方款項 231,264 340,471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03,063 136,437
  

流動資產總值 1,033,245 1,006,494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 12 546,020 556,301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42,914 78,514

應付關聯方款項 174,901 256,535

計息銀行借貸 13 106,199 –

應付稅項 46,146 18,207

應付股息 – 60,746
  

流動負債總額 1,016,180 970,303
  

流動資產淨值 17,065 36,191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07,876 128,041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入 13,988 4,778

  

非流動負債總額 13,988 4,778
  

資產淨值 193,888 123,263
  

權益
實繳股本 14 100,000 100,000

儲備 93,888 23,263
  

總權益 193,888 123,263
  



4

附註：

1. 公司資料

TCL顯示為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於本公告日期，TCL顯示的註冊辦事處地點為中國廣東省惠州市仲愷高新技
術開發區 23號。

TCL顯示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供手機及平板電腦使用的LCD模組。

TCL顯示的董事認為，於回顧期末，TCL顯示的直接控股公司及最終控股公司分別為於中國成立的惠州泰科立及
TCL集團公司。

TCL顯示英文名稱為譯名，乃由於並無註冊英文名稱。

2. 編製基準

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及香
港公認會計原則編製。該等財務報表亦符合香港公司條例的適用規定（涉及編製財務報表，於本財政年度及比較
期間繼續為前公司條例（第 32章）的適用規定），遵守香港公司條例（第 622章）第 9部「賬目及審核」的過渡性及保
留安排（載於該條例附表 11第 76至 87條）。該等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記賬法編製。除另有說明者外，該等財
務報表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所有價值均已湊整至最接近千位。

3. 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

TCL顯示於當前年度的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以下經修訂準則及新訂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 12號及香港會計
　準則第 27號（二零一一年）的修訂本

投資實體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的修訂本 對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 36號的修訂本 非金融資產的可收回金額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的修訂本 替代衍生工具及持續對沖會計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譯委員會）－詮譯第 21號 徵稅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的修訂本
 （載入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年度改進）

歸屬條件的界定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的修訂本
 （載入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年度改進）

業務合併中或有代價的入賬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3號的修訂本
 （載入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年度改進）

短期應收款項及應付款項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號的修訂本
 （載入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期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有效性之涵義

1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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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續）

採納上述經修訂準則及新訂詮釋對TCL顯示的財務狀況或表現並無重大影響。

TCL顯示並無於該等財務報表中應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 金融工具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 28號的修訂本（二零一一年）

投資者及其聯繫人或合營企業之間的資產出售或注資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號的修訂本 收購聯合經營權益的合計法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4號 法定遞延賬目 5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 客戶合約之收益 3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的修訂本 澄清折舊及攤銷的可接納方法 2

香港會計準則第 1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41號 農業：生產性植物 2

香港會計準則第 19號的修訂本 界定褔利計劃：僱員供款 1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的修訂本（二零一一年） 獨立財務報表之權益法 2

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年度改進 一系列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本 6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期年度改進 一系列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本 6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週期年度改進 一系列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本 2

1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實體首次就其年度財務報表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時生效，故不適用

於TCL顯示
6 除如上文所解釋於當前年度生效者外，其他修訂本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此外，香港公司條例（第 622章）將對呈列及披露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的若干資料產生
影響。TCL顯示正在評估該等變動的影響。

4. 分類資料

就管理而言，TCL顯示按其產品以單一業務單位經營，並設有一個可報告經營分類如下：

顯示產品分類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平板顯示產品。

並無經營分類予以合併以組成上述可報告經營分類。

地區資料

(a)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中國大陸 1,240,999 1,038,117

境外 1,373,229 898,515
  

2,614,228 1,936,632
  

上述收益資料乃根據客戶所在地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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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續）

(b) 非流动資產

TCL顯示所有重大營運資產均位於中國大陸。因此，並無呈列分類資產之地區資料。

有關主要客戶的資料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收益約人民幣 1,350,273,000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人民幣 893,237,000元）乃來自對同系附屬公司作出的銷售。

5. 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益亦即TCL顯示營業額，指已售貨品之發票淨值減退貨撥備及商業折扣。

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的分析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產品銷售 2,614,228 1,936,632

  

其他收入及收益
銀行利息收入 1,892 1,217

政府撥款：
 －與資產相關 * 2,215 1,120

 －與收入相關 ** 217 465

匯兌收益淨額 237 14

訴訟賠償的收益 25,047 –

其他 3,303 1,126
  

32,911 3,942
  

* 該款項指自當地政府收取的TFT-LCD項目補貼。就仍未全面折舊之相關資產已收的政府撥款計入財務狀況
表之遞延收入。該等撥款並無涉及任何尚未達成條件或應急情況。

** 該款項主要指收取自當地政府有關中小企業發展基金的獎勵或補貼。該等撥款並無涉及任何尚未達成條件
或應急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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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融資成本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銀行貸款利息 3,112 3,263

其他融資成本：
貼現應收票據利息 4,671 6,318

  

7,783 9,581
  

7. 除稅前溢利

TCL顯示除稅前溢利於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達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售存貨成本 2,191,570 1,671,081

折舊 41,303 14,222

攤銷無形資產 52 73

核數師薪酬 1,452 286

研究開發費
 －本年度開支 16,476 14,627

經營租賃項下最低租賃付款
 －土地及樓宇 7,707 3,536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薪酬）：
　工資及薪金 124,012 87,755 

　養老金計劃供款 7,441 5,515 
  

131,453  93,270
  

撇減存貨至可變現淨值 ** 7,371 384

匯兌收益淨額 * (237) (14)

訟訴賠償的收益 * (25,047) –

* 計入全面收益總額表中「其他收入及收益」。

** 撇減至可變現淨值的存貨計入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的「銷售成本」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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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開支

根據中國所得稅法及相關規例，TCL顯示須按應課稅收入的 25%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 –中國大陸
　年度支出 49,891 23,276
　遞延 (7,803) (3,232) 

  

年度稅項支出總額 42,088 20,044 
  

按TCL顯示所在地的法定稅率計算適用於除稅前溢利的所得稅開支與按實際稅率計算的稅項開支的對賬，以及適
用稅率與實際稅率的對賬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除稅前溢利 166,758 84,904 
  

按法定稅率計算的稅項 41,690 25.0 21,226 25.0
不可扣減稅項開支 398 0.2 599 0.7
使用於計算遞延稅項的更高稅率 – – (1,781) (2.1)

    

按TCL顯示實際稅率計算的稅項支出 42,088 25.2 20,044 23.6
    

9. 股息

TCL顯示於年度內向其股東宣派的股息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惠州泰科立 40,128 55,583
TCL實業 13,917 19,276

  

54,045 74,859
  

10. 存貨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原材料 82,690 82,739
在製品 18,711 15,400 
製成品 86,065 92,329 

  

187,466 190,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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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貿易款項 207,329 199,478

應收票據 83,982 124,853
  

291,311 324,331
  

除若干客戶需要預先付款外，TCL顯示與其客戶訂立之買賣條款主要為記賬方式，信貸期一般為30至120天，視
乎客戶的規模及信貸質素。

TCL顯示的應收貿易款項（除為貿易性質的應收關聯方款項外）與若干所細分化客戶有關，並無重大信貸集中風
險。

於各報告期末，應收貿易款項基於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30日內 58,504 123,063

31至 60日 56,653 52,713

61至 90日 38,371 23,467

超過 90日 53,801 235
  

207,329 199,478
  

並無個別或共同被視為減值的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按信貸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逾期但並無減值
 

總計
既無逾期
亦無減值

逾期
少於一個月

逾期
一至三個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91,311 266,981 15,319 9,011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24,331 316,396 7,934 1

既無逾期亦無減值的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與並無近期拖欠記錄的若干所細分化客戶有關。

已逾期但並無減值的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與若干與TCL顯示保持良好的往績記錄的獨立客戶有關。基於過往
經驗，董事認為由於信貸質素並無重大變動且結餘仍被視為可悉數收回，故毋須就該等結餘作出任何減值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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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

於報告期末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基於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貿易款項 348,548 447,449

應付票據 197,472 108,852
  

546,020 556,301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30日內 193,391 430,337

31至 60日 235,883 59,800

61至 90日 99,021 46,689

超過 90日 17,725 19,475
  

546,020 556,301
  

應付貿易款項為不計息且通常於 30至 120日內結算。應付貿易款項的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13. 計息銀行借貸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實際利率

(%) 到期日 人民幣千元
實際利率

(%) 到期日 人民幣千元

即期
計息銀行貸款－已抵押 * 1.03-1.24 二零一五年 106,199 – – –

* 通過金額分別為人民幣 17,474,000元及人民幣 88,725,000元的信用證及出口單據作抵押。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須予償還：
一年內及以美元計值 106,199 –

  

TCL顯示擁有以下尚未提取的銀行融資：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按浮動利率計息 873,186 38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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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實繳股本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註冊及實繳股本 100,000 100,000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行業回顧

二零一四年，在宏觀經濟不穩、歐美經濟依舊疲弱的影響下，全球經濟復蘇速度較預期緩慢，全
球平板顯示與觸控市場競爭態勢已發生階段性變化。國內廠商生產「同質化」的產品現象加劇，行
業產能過剩問題日益惡化，導致產品價格出現大幅下滑，進而業內廠商倒閉的情形持續。加上主
流廠商之間的併購重組日益頻繁，整個行業進入深度整合換代階段，市場競爭呈進一步加劇的態
勢。

在消費疲軟的大環境下，中小尺寸平板顯示消費者市場兩大增長引擎—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的市
場需求也無可避免地出現增速放緩。整體市場需求亦已從低端向高端產品轉型，國內智能手機市
場逐步將產品定位於中高端市場，而出口到國際新興市場的產品結構及市場需求也從功能手機向
智能手機轉型。

業務回顧

TCL顯示為中國主要中小尺寸顯示模組（≤10.1英寸）供應商之一，主要從事研究與開發、製造、銷
售及分銷主要供移動手機使用的LCD模組。TCL顯示智能手機LCD模組產品備受國內廠商歡迎，
銷量名列前茅。

受惠於新客戶的增長、銷售量以及產品每單位平均售價的增長，TCL顯示於二零一四年業績表現
亮麗。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TCL顯示收益約為人民幣 26.1億元，較去年上升
約 35.0%。收益增長主要由於總銷售量和產品每單位平均售價增長所致，特別是用於智能手機的
LCD模組產品的總銷售量和產品每單位平均售價的增長。智能手機LCD模組產品（3.5英寸至 6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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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收益按年上升約 48.3%至約人民幣 22億元，佔TCL顯示總收益的約 84.1%。截至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TCL顯示毛利約為人民幣2.39億元，較去年顯著上升約37.0%。截至二零
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毛利率達約9.1%，與去年的約9.0%相若。純利由截至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約人民幣 6,490萬元增加至約人民幣 1.25億元，大幅上升約 92.2%。

二零一四年，TCL顯示產品進一步向中高端產品轉型，尺寸超過 3.5英寸的顯示模組（包括具有觸
控功能的全貼合產品）銷售量及收益按年分別增長約 38.8%及 54.0%。與此同時，TCL顯示與國內
知名ODM企業及知名手機品牌均有合作項目。

TCL顯示於回顧年度按產品類別劃分的收益及各自增長率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增長率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

TFT LCD模組
－涉及功能手機（尺寸 <3.5英寸） 417,301 21.5 274,610 10.5 (34.2)

－涉及智能手機（尺寸3.5英寸-6英寸） 1,482,812 76.6 2,199,352 84.1 48.3

－涉及其他移動設備（尺寸 >6英寸） 36,519 1.9 140,266 5.4 284.1
     

總計 1,936,632 100% 2,614,228 100% 35.0
     

TCL顯示主要為多個國際和國內知名手機製造商以原始設計製造商方式研發及供應LCD模組。截
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香港及中國為TCL顯示的主要市場。來自香港及中國的收
益分別為約人民幣 13.4億元及約人民幣 12.4億元，合共佔TCL顯示總收益的約 98.7%。TCL顯示
於回顧年度成功引進的新客戶（全球著名的韓國消費電子供應商），為TCL顯示的韓國市場帶來可
觀的銷售量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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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顯示於回顧年度按區域劃分的收益及各自增長率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增長率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

香港 893,747 46.1 1,337,422 51.2 49.6

中國 1,038,117 53.6 1,240,999 47.5 19.5

韓國 3,875 0.2 35,616 1.3 819.1

臺灣 893 0.1 191 0.0 (78.5)
     

總計 1,936,632 100% 2,614,228 100%
     

研發

二零一四年，TCL顯示合共開展 8個研發專案，主要包括超薄超窄邊產品開發、OTP能力提升、
產品功耗控制及面向自動化生產的設計優化及其他項目。以上研發專案除了能夠提升TCL顯示大
尺寸超薄全貼合產品的研發和生產能力，也為TCL顯示後續產品的進一步升級創造了有利條件。
TCL顯示截止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共獲得專利 56項（其中 1項為發明專利），較截止於二
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取得的 34項專利（其中 1項為發明專利）增加 22項。

TCL顯示積極調整產品結構，努力打造其產品的核心競爭力。於回顧年度，TCL顯示進一步加強
精細化管理，不斷改善製造工藝，提升產品質量。透過進一步優化的市場結構和產品結構，TCL

顯示在鞏固原有市場份額的基礎上，加強對核心客戶的精耕細作，為終端客戶提供更具競爭力的
產品解決方案，增加客戶忠誠度。

為提高TCL顯示生產效率及產品質量，TCL顯示於二零一四年六月搬遷至位於廣東省惠州市的新
廠房。新廠房總建築面積超過 44,000平方米，設有 24條LCD模組生產線及 9條使LCD模組具有觸
控功能的全貼合組裝線，TCL顯示先進的生產技術及設施有效增強其製造能力及降低生產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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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移動智能終端產品市場經歷過去幾年的爆發式增長後，市場需求增速已明顯放緩。根據專業市場
調研機構Display Search的統計數字，二零一五年全球智能手機出貨量預計為14億台，較去年同期
增長 15.0%；平板電腦出貨量預計為 2.40億台，較去年同期增長 1.4%。產品技術方面，顯示模組
的產品性能提升速度也在減緩。觸控產品如外掛式觸控技術（GG/OGS）及薄膜型外掛式觸控技術
（GF/GFF）的市場競爭仍然激烈。雖然薄膜型外掛式觸控技術仍將保持相對較大的市場份額，產品
價格競爭預期將進一步加劇。同時，以液晶面板廠主導的內嵌式觸控技術將逐漸蠶食外掛式觸控
技術的市場份額，預期未來兩年將主導中高端觸控顯示模組市場。

為了保持TCL顯示的產品競爭力，TCL顯示將繼續提升其產品及技術開發能力。展望二零一五
年，TCL顯示將繼續加強內嵌式觸控技術（內嵌式及內置式）模組產品的技術及工藝研究，持續進
行相關技術儲備。TCL顯示的內置式模組產品已成功於二零一五年第一季度實現量產，並得到了
核心客戶的認可。TCL顯示亦正積極開發內嵌式模組產品技術的產品工藝，預計內嵌式觸控技術
模組產品將於二零一五年實現量產。另一方面，TCL顯示正在與核心客戶共同進行智能手機顯示
模組的研發。透過於智慧穿戴設備顯示模組的投入，TCL顯示預計於二零一五年實現量產，屆時
會為TCL顯示帶來新的銷售機遇。

此外，TCL顯示將繼續推進產品製造自動化，逐步進行生產線自動化改造，在提升產品的一致性
和可靠性的同時，亦有助應對未來逐漸上升的勞工成本等問題。

TCL顯示的策略為促進與現有客戶共同發展並物色新客戶，通過生產更多利潤率較高的產品以提
高盈利能力。國際化客戶的開發以及產品升級方面，隨著TCL顯示成功於二零一四年實現國際
化客戶的量產，TCL顯示將爭取於二零一五年實現國際化客戶產品結構的優化，拓寬銷售規模。
TCL顯示同時也在積極開拓新客戶，實現整體銷售的穩健增長。

TCL顯示將繼續充分利用TCL集團公司的資源優勢及強大品牌張力，將TCL顯示打造成為全球領
先的顯示模組製造商之一，從而為股東創造最大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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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據本公司現任董事所深知，TCL顯示於回顧年度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由於TCL顯示於完成後才成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上市規則附錄 14載列的企業管治守則中的守則
條文於報告期不適用於TCL顯示。

承董事會命
唯冠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孫敏

香港，二零一五年六月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楊雲芳女士、韓蘇先生及孫敏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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