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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Display Optoelectronics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華顯光電技術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34）

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財務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業績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變動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2,735,253 2,852,542 (4.1%)

毛利 208,896 223,634 (6.6%)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本期間溢利 133,973 70,825 89.2%

母公司擁有者應佔溢利 133,973 97,552 37.3%

母公司擁有者應佔每股基本盈利
—本期間溢利 人民幣6.44分 人民幣4.65分 38.5%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溢利 人民幣6.44分 人民幣3.38分 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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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顯光電技術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各為一名「董事」，統稱「董事」）會（「董
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回顧期」）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及財務狀況，連同二零二一年同期之比
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4 2,735,253 2,852,542

銷售成本 (2,526,357) (2,628,908)

毛利 208,896 223,634

其他收入及收益 4 31,341 19,489

銷售及分銷支出 (18,120) (32,020)

行政支出 (102,831) (115,736)

金融資產（計提減值）╱減值撥回 (151) 36

其他開支 (5,201) (1,393)

融資成本 7 (793) (1,537)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除稅前溢利 5 113,141 92,473

所得稅抵免╱（開支） 8 20,832 (21,648)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本期間溢利 133,973 7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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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終止經營業務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本期間溢利 6 – 33,223

本期間溢利 133,973 104,048

歸屬於：
母公司擁有者 133,973 97,552

非控股權益 – 6,496

母公司擁有者應佔每股盈利 10

基本
－本期間溢利 人民幣

6.44分
人民幣
4.65分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溢利 人民幣
6.44分

人民幣
3.38分

攤薄
－本期間溢利 人民幣

6.44分
人民幣
4.65分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溢利 人民幣
6.44分

人民幣
3.3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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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期間溢利 133,973 104,048

其他全面收益

於其後期間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財務報表之匯兌差額 43 (81)

於其後期間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其他全面收益淨額 43 (81)

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43 (81)

全面收益總額，扣除稅項 134,016 103,967

歸屬於：
母公司擁有者 134,016 97,471

非控股權益 – 6,496

134,016 103,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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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37,158 443,546
無形資產 3,530 4,515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已付按金 12,259 12,758
遞延稅項資產 23,280 21,898
使用權資產 36,853 31,552
定期存款 – 19,000

非流動資產合計 513,080 533,269

流動資產
存貨 195,968 405,647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11 884,135 824,740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56,270 64,959
衍生金融工具 – 5,005
定期存款 19,000 –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015,860 1,053,445

流動資產合計 2,171,233 2,353,796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2 1,286,510 1,477,768
其他應付款項及預提費用 299,359 420,427
衍生金融工具 – 6,151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13 67,000 76,224
租賃負債 7,761 2,924
應付稅項 24,738 54,637

流動負債合計 1,685,368 2,038,131

淨流動資產 485,865 315,66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998,945 848,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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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13 20,302 2,000

租賃負債 – 215

遞延收入 20,656 15,222

非流動負債合計 40,958 17,437

淨資產 957,987 831,497

權益
歸屬於母公司擁有者之權益
股本 14 172,134 172,134

儲備 785,853 659,363

權益合計 957,987 831,497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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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
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所需之
所有資料及披露，及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
一併閱覽。

2. 本集團會計政策之變動

除就本期間的財務資料首次採用之下列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外，
編製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應用者一致。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

利率基準改革－第二階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後之Covid-19相關租金寬減
（提早採用）

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性質及影響描述如下：

(a)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第4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於現有利率基準被可替代無風險利率（「無
風險利率」）替換時解決先前修訂中未處理但影響財務報告之問題。第二階段之修訂提供
一項實際可行權宜方法，允許對釐定金融資產及負債之合約現金流量之基準變動進行會
計處理時更新實際利率而無需調整金融資產及負債之賬面值，前提是有關變動為利率基
準改革之直接後果且釐定合約現金流量的新基準於經濟上等同於緊接變動前的先前基
準。此外，該等修訂允許就對沖指定項目及對沖文件作出利率基準改革所要求的變動，
而不會終止對沖關係。過渡期間可能產生的任何收益或虧損均通過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的正常規定進行處理，以衡量及確認對沖無效性。該等修訂亦為實體提供暫時寬免，
於無風險利率被指定為風險成份時毋須滿足可單獨識別之規定。該寬免允許實體於指定
對沖後假定已滿足可單獨識別之規定，惟實體須合理預期無風險利率風險成份於未來24

個月內將可單獨識別。此外，該等修訂要求實體須披露額外資料，以使財務報表的使用
者能夠了解利率基準改革對實體的金融工具及風險管理策略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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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發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將承租人可用之實際可行權宜
方法擴大為，可選擇於12個月內不就Covid-19疫情直接後果產生之租金寬減應用租賃修
改會計處理。因此，該實際可行權宜方法適用之租金寬減為，其租賃付款的任何減幅僅
影響原先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或之前到期之付款，惟須滿足應用該實際可行權宜方
法的其他條件。該修訂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追溯有效，初步應
用該修訂之任何累計影響確認為對本會計期初之保留溢利期初餘額的調整。允許提早應
用。

本集團已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提早應用該修訂。因租金寬減導致租賃付款減少人民幣
3,000元已透過終止確認部分租賃負債而入賬列作可變租賃付款，並計入截至二零二二
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損益內。對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之權益期初結餘並無影響。

3. 經營分類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按其產品以單一業務單位經營，並設有一個可呈報經營分類，即顯示產品
分類，其主要從事加工、製造及銷售LCD模組產品。

並無經營分類予以合併以組成上述可呈報經營分類。

地區資料

(a) 銷售予外界客戶之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內地 1,545,853 1,694,817

其他國家╱地區 1,189,400 1,157,725

2,735,253 2,852,542

上述收入資料乃基於客戶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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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非流動資產

本集團所有重大營運資產均位於中國內地。因此，並無呈列分類資產之地區資料。

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016,830,000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人民幣1,291,139,000元）的收入乃來自對關連公司作出之銷售。

4.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入分析如下：

有關客戶合約收入之收入分拆資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類 LCD模組 LCD模組

貨品及服務類別
銷售工業產品 2,710,676 2,830,145

加工服務 24,577 22,397

客戶合約收入總額 2,735,253 2,852,542

地區市場
中國內地 1,545,853 1,694,817

其他國家╱地區 1,189,400 1,157,725

客戶合約收入總額 2,735,253 2,852,542

收入確認時間
在某個時間點轉移之貨品及服務 2,735,253 2,852,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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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及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其他收入淨額
銀行利息收入 13,999 8,076

補貼收入* 7,395 1,815

其他 8,450 562

29,844 10,453

收益淨額
公平值收益淨額：
衍生金融工具 1,146 1,979

出售原材料、樣品及廢料之收益 274 4,129

出售遠期外匯協議之收益 – 2,928

出售閒置設備之收益 77 –

31,341 19,489

* 補貼收入指本集團於中國內地獲授的多項政府撥款。管理層認為，該等撥款並無任何相
關之尚未達成條件或備用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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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的除稅前溢利乃經扣除╱（計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銷售存貨成本 2,625,357 2,628,132

折舊 26,714 40,564

無形資產攤銷 986 939

使用權資產折舊 7,008 6,953

研發成本：
本期間開支* 77,413 87,003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103,689 103,998

股權結算購股權開支 (7,530) (14)

退休金計劃供款 9,837 9,230

105,996 113,214

匯兌差額淨額 5,937 379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減值 152 63

包含於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之金融資產減值撥回 – (9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虧損 – 15

存貨撇減╱（撥回存貨撇減）至可變現淨值** 2,010 (1,478)

* 研發成本計入中期簡明綜合損益表的「行政支出」內。

** 存貨撇減及撥回存貨撇減至可變現淨值計入中期簡明綜合損益表的「銷售成本」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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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已終止經營業務

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華顯光電技術（惠州）有限公司（「華顯光電惠州」，本集團之間接
全資附屬公司）與武漢華星光電技術有限公司（「武漢華星光電」）訂立出售協議。據此，武漢華
星光電有條件同意從華顯光電惠州收購及華顯光電惠州有條件同意向武漢華星光電轉讓其所
持有的武漢華顯光電技術有限公司（「武漢華顯光電」）70%股份權益，就此涉及之代價為人民
幣286百萬元（「武漢華顯光電出售事項」），以現金方式支付。武漢華顯光電出售事項已於二零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完成。

武漢華顯光電出售事項為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業績呈列如下：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收入 456,638

開支 (426,742)

融資成本 –

29,896

出售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收益 10,822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除稅前溢利 40,718

所得稅：
與除稅前溢利相關 (7,495)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本期間溢利 33,223



13

武漢華顯光電產生之現金流量淨額如下：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經營業務 38,862

投資活動 (39,832)

融資活動 –

現金流出淨額 (970)

每股盈利：
基本，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人民幣1.27分
攤薄，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人民幣1.27分

計算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基於：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人民幣

26,727,000元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期內扣減持作股份獎勵計劃之股份後之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附註10） 2,096,717,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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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貸款及債券利息 109 146

租賃負債利息 241 257

附帶追索權的票據貼現及應收貿易賬款保理利息 443 1,134

793 1,537

8. 所得稅（抵免）╱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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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16.5%）之稅率計提
撥備。其他地方之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按本集團營運所在之司法權區現行稅率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香港
期內支出 – –

即期－中國內地
期內支出 21,030 26,606

就過往期間之即期稅項作出之調整 (40,480) (3,333)

遞延 (1,382) (1,625)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本期間稅項（抵免）╱開支總額 (20,832) 21,648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本期間稅項支出總額 – 7,495

(20,832) 29,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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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本公司派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任何股息（截至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10. 母公司擁有者應佔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金額乃根據母公司擁有者應佔本期間溢
利及期內扣減根據本公司股份獎勵計劃（「股份獎勵計劃」）所持股份後之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
均數2,081,500,942股（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096,717,906股）計算，並作出調
整以反映期內進行之供股。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具潛在攤薄影響之已發行普通股。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照下列各項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母公司擁有者應佔之溢利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133,973 70,825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26,727

股份數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份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期內扣減持作股份獎勵 

計劃之股份後之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2,081,500,942 2,096,717,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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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貿易賬款 874,443 799,745

應收票據 10,920 26,071

減值 (1,228) (1,076)

884,135 824,740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期間」）末按發票日期呈列及扣除虧損撥備之應
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個月內 374,790 444,913

一至兩個月 418,362 199,350

兩至三個月 87,977 125,715

三個月以上 3,006 54,762

884,135 824,740

除若干客戶通常需要預先付款外，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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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天，視乎客戶的規模及信貸質素。每名客戶均設有信貸上限。本集團一直致力嚴
格監控其未獲償還的應收款項。高級管理層定期檢討逾期結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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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貿易賬款為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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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付貿易賬款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貿易賬款 1,286,510 1,477,768

於中期期間末，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以發票日期計算）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30日內 875,512 733,229

31至60日 329,188 431,890

61至90日 55,806 283,365

超過90日 26,004 29,284

1,286,510 1,477,768

應付貿易賬款為免息，一般按30至150日之期限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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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實際利率
(%) 到期日 人民幣千元

實際利率
(%) 到期日 人民幣千元

流動
銀行貸款－有抵押 – – – 0.461 二零二二年 52,224

銀行貸款－無抵押 2.95 二零二二年 67,000 – – –

其他借貸 – – – 1.1 二零二二年 24,000

67,000 76,224

非流動

銀行貸款－有抵押 3.85-4.15 二零二九年 20,302 4.15

二零二四年至
二零二九年 2,000

20,302 2,000

87,302 78,224

分析為：
須償還之銀行貸款
一年內 67,000 52,224

於第三至第八年 

（包括首尾兩年） – 2,000

於第七年內 20,302 –

87,302 54,224

須償還之其他借貸
一年內 – 24,000

– 24,000

87,302 78,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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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本集團擁有銀行融資人民幣1,500,000,000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1,510,000,000元），其中人民幣87,300,000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737,607,000元）於中期期間末已被運用。

(b) 本公司的最終控股公司於中期期間末已為本集團若干計息銀行借貸作擔保，擔保金額高
達人民幣67,000,000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4,224,000元）。

(c)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所有借貸均以人民幣為單位。

14. 股本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法定：
4,000,000,000股（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的普通股（千港元） 400,000 400,000

已發行及已繳足：
2,114,307,929股（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114,307,929股）普通股（千港元） 211,431 211,431

相當於人民幣千元 172,134 172,134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總數為2,114 ,307 ,929股（二零二一年：
2,114,307,929股），包括為本公司採納之股份獎勵計劃持有之17,399,523股（二零二一年：
17,399,523股）。

本公司股本於本期間內概無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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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回顧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地緣政治衝突及新冠變種病毒疫情持續不絕，加上中國內地嚴
格防疫政策令供應鏈進一步受到限制，導致全球原料成本上漲。經濟增長持續放
緩，手機市場呈相同態勢，由於消費者消費意欲低迷，智能手機換機週期拉長。全球
智能手機銷量連續四季下滑。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最新發佈，二零二二年上半
年，國內市場手機總體出貨量累計136百萬部，同比下降21.8%。國際研調機構IDC最
新報告稱，二零二二年全球智能手機出貨量預計減少3.5%至1,310百萬部，而中國智
能手機出貨量將下降約38百萬部，約佔全球出貨量下降的80%。

據市場研究機構集邦諮詢分析稱，過去兩年由於疫情影響，邊境管制與封控導致物
流及人工供應斷鏈。品牌客戶為避免生產出貨延誤，因而在供應鏈不同階段皆超額
備貨。加上疫情導致的需求消退，全球通脹高企，終端市場需求疲軟，加劇品牌客戶
降低庫存水平所面對的壓力。市場對顯示面板的需求也有所減少，導致上游端供過
於求，各應用類別面板價格持續下跌，進而導致模組價格下跌。與面板供過於求的
情況類似，因需求下滑，自二零二一年來的驅動IC資源緊缺在二零二二年上半年逐
步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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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回顧期內，全球經濟狀況弱於預期。在各大品牌客戶降低庫存水平及削減訂單的巨
大壓力下，本集團得益於與主要客戶的戰略合作關係，表現優於行業水平。回顧期
內，本集團總銷量同比下降4.1%至32.4百萬片，銷售類別模組銷量同比減少2.3%至
31.2百萬片，佔本集團總銷量96.5%。本集團營業額下降至人民幣2,735百萬元，同比
減少4.1%。

回顧期內，銷售業務為本集團之主要持續經營業務，銷售類貼合模組銷量為28.1百
萬片，同比減少9.2%，相關營業額為人民幣2,580百萬元，同比減少5.7%。在上游供應
過剩，下游終端庫存積壓的雙重壓力下，本集團整體平均銷售價格同比下跌1.9%至
人民幣86.8元（不包括加工模組）。

由於市場萎縮，回顧期內，本集團手機類產品銷量為30.9百萬片，同比減少3.5%。此
外，受國內「雙減」政策（即減輕學生作業及培訓負擔）及全球「宅經濟」熱度回落影
響，電子教育類產品需求下降，本集團平板顯示模組銷量同比減少14.9%至1.3百萬
片。

回顧期內，雖然市場需求不振及供應鏈波動影響本集團銷售情況，但本集團通過嚴
格生產成本管控，錄得毛利人民幣209百萬元，毛利率7.6%，同比微跌0.2百分點。於
回顧期內，本集團錄得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本期間溢利人民幣134百萬元，同比增加
89.2%，主要由於以下原因所致：

(i) 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因合資格研發項目數量增加，本集團以稅收寬減形式入
賬的補貼增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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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落實多項預算及成本控制政策，通過將行政及經營開支保持在較低水平，提高
本集團營運效率。

• 按產品類別劃分的銷量及各自同比數據比較：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變動

（未經審核） 百萬片 % 百萬片 % %

銷售TFT LCD模組
非貼合模組 3.2 9.7 1.1 3.1 +198.0

貼合模組 28.1 86.7 30.9 91.6 -9.2

加工TFT LCD模組
非貼合模組 0.1 0.4 - - -

貼合模組 1.0 3.2 1.8 5.3 -42.8

總計 32.4 100.0 33.8 100.0 -4.1

• 按產品類別劃分的營業額及各自同比數據比較：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變動

（未經審核） 人民幣百萬元 % 人民幣百萬元 % %

銷售TFT LCD模組
非貼合模組 130 4.8 93 3.2 +39.9

貼合模組 2,581 94.3 2,738 96.0 –5.7

加工TFT LCD模組
非貼合模組 2 0.1 – – –

貼合模組 22 0.8 22 0.8 +0.3

總計 2,735 100.0 2,853 100.0 –4.1

回顧期內，中國仍是本集團的主要市場。來自香港及中國內地的營業額分別為
人民幣1,187百萬元及人民幣1,546百萬元，合共佔本集團總營業額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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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區域類別劃分的營業額及各自同比數據比較：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變動

人民幣百萬元 % 人民幣百萬元 % %

中國內地 1,546 56.5 1,695 59.4 –8.8

香港 1,187 43.4 1,142 40.0 +4.0

其他 2 0.1 16 0.6 –89.1

總計 2,735 100.0 2,853 100.0 –4.1

優化客戶及產品結構提升本集團盈利能力

本集團持續為客戶提供優質及定制化服務，鞏固與品牌客戶的關係。憑藉多年深耕
的積累，本集團已跟部分品牌客戶，包括三星及傳音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於回
顧期內，來自全球十大品牌客戶的訂單佔比提升至71.0%。

本集團亦會繼續橫向拓寬自身業務，專注產品開發及發掘更多市場，不時審視行業
環境，為本公司帶來機遇，並進一步提升本集團的盈利能力。

展望

展望未來，全球經濟前景存在多重下行風險，包括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通脹持
續走高，引發美國聯邦儲備局進一步加息。疫情的反覆爆發以及嚴格的管控措施也
阻礙中國經濟復甦。除宏觀因素影響外，近年來手機科技及形態變化趨於停滯，芯
片以及影像功能提升有限，5G以及折疊屏的體驗感不足也對消費者換機欲望造成不
利影響。根據IDC報告，智能手機市場正面臨來自多方面的挑戰，預期於二零二三年
緩慢復甦。同時行業上游也面臨行業週期低谷，短期內供需失衡的現象預期持續，
為二零二二年下半年整體行業帶來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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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根據IDC資料顯示，二零二一年中國智能家居設備市場出貨量超過220百
萬台，同比增長9.2%。雖然中國智能家居市場已經歷經了幾年的發展，但智能家居
產品仍遠未實現普及。經過二零二一年的產品結構調整以及功能升級，相信未來有
望進一步加大智能家居的市場需求。平板電腦方面，儘管短期內的需求將在「宅經
濟」高峰後有所回落，但本集團相信隨著下半年旺季的到來，銷量將會回升，庫存水
平也將降低。在電子教育類產品購買週期的重新啟動下，新一輪平板電腦的出貨量
將提升，預期未來兩三年平板電腦市場需求將在150百萬台左右徘徊。

本集團位於惠州陳江的新型顯示模組工廠將於二零二二年底前逐步投產，廠內設有
的智能生產設備及全自動化產線確保生產效率最大化，並預期本集團之產能將於
未來五年內逐步增加。此外，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八月初向惠州高盛達科技有限公
司、惠州市智誠投資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及惠州市智合投資管理合夥企業（有
限合夥）收購惠州高盛達智顯科技有限公司（「高盛達智顯」）之100%股權，代價為人
民幣51百萬元。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八月一日及二零二二年八月
十一日的公告。於上述收購事項後，高盛達智顯將成為本集團物聯網相關產品之供
應商，從而與本集團現有顯示模組業務產生協同效應，亦為本集團日後於物聯網領
域的發展奠定基礎。本集團相信透過對生產鏈的長期規劃，且憑藉生產技術及規模
經濟優勢，本集團能夠更好地把握中尺寸顯示模組市場的龐大機遇。

儘管挑戰不斷，競爭嚴酷，但本集團相信挑戰與機遇並存，行業週期低谷將有利於
帶領本集團進一步擴大市場份額，利用規模經濟優勢推動本集團成為市場上頂尖的
顯示模組製造商之一。本集團對顯示模組業務於二零二二年的發展仍然感到審慎樂
觀，並將全力以赴，致力於為本集團及股東創造更好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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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回顧期內，本集團之主要財務工具包括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定期存款和計息銀行
貸款。

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及定期存款結存為人民幣
1,035百萬元，其中8.6%為美元、91.0%為人民幣及0.4%為港元。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為人民幣87百萬元，該等借
貸以人民幣計值。有關回顧期內本集團借貸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財務報表附註13。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歸屬於母公司擁有者的權益總值為人民幣958百萬元（二
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831百萬元），資本負債率為3.3%（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2.7%）。資本負債率乃根據本集團的計息貸款（包括銀行借貸及其他借
貸）總額除以資產總值計算。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抵押資產（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訂約，但未撥備：
廠房及設備 131,274 114,315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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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幣匯兌風險

本集團的業務及營運面向國際市場，因此不可避免地承受外匯交易及貨幣轉換產生
的風險。

本集團致力平衡以外幣計價的貿易、資產及負債，以達致自然對沖效果。本集團亦
利用遠期貨幣合約減小外匯敞口。此外，基於穩健的財務管理原則，本集團於回顧
期內並無進行或從事任何高風險的衍生工具交易。

未決訴訟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未牽涉任何重大訴訟。

所持重大投資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持有重大投資。

重大收購及出售

本集團於回顧期內並無進行任何重大附屬公司、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收購或出售交
易。

回顧期後，於二零二二年八月一日，惠州高盛達科技有限公司、惠州市智誠投資管
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惠州市智合投資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統稱「賣方」）、
華顯光電技術（惠州）有限公司（「華顯光電惠州」，本集團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及
惠州高盛達智顯科技有限公司（「目標公司」）訂立股權轉讓協議，據此，賣方有條
件同意出售，而華顯光電惠州有條件同意收購目標公司100%股權，代價為人民幣
51,000,000元，將以現金支付。於完成後，目標公司將成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
司，目標公司之財務業績、資產及負債將綜合併入本集團賬目。詳情請參閱本公司
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八月一日及二零二二年八月十一日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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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有關二零二二年下半年的重大投資或資本資
產的任何具體計劃。

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2,627名僱員。於回顧期內，員工總成本約為
人民幣106百萬元。本集團旨在根據本地生產總值增長及最新法律及法規定期更新
給予僱員的薪酬待遇，藉此提供合理、合法及具競爭力的報酬及福利。本集團已經
參照現行法例、市況，以及僱員與本公司的表現，檢討酬金政策。為了令僱員與股東
之利益一致，本公司分別根據本公司購股權及股份獎勵計劃向相關承授人（包括本
集團僱員）授出購股權及有限制股份。

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
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購買、贖回
或出售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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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
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項下企業管治守則第二部分之守則條文（「守則條
文」），惟以下偏離情況除外：

根據守則條文第C.6.1條，公司秘書應為發行人僱員，及對發行人的日常事務有所認
識。

本公司之公司秘書張寶文女士（「張女士」）為香港執業律師及本公司之法律顧問合夥
人，並非本公司僱員。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指派本公司之財務及投資者關係部
副總監Clara SIU女士作為張女士之聯絡人，確保有關本集團表現、財務狀況及其他
主要發展的資料會盡快通過被委派的聯絡人傳遞予張女士，使公司秘書可即時掌握
本集團的發展而不會出現重大延誤。憑藉彼之專業知識及經驗，本公司深信由張女
士擔任其公司秘書，將有利於本集團遵守相關董事會程序、適用法律、規則及規例。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董事概不知悉任何資料合理顯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全面遵守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董事會已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其條款之嚴格程度不遜於上市規
則附錄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的規定標準。
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彼等均確認，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彼等均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準則，以及本公司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
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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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設立審核委員會，以檢討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申報過程及內部監控程序。
審核委員會目前包括三名成員，即徐慧敏女士（主席）、李揚先生及徐岩先生，彼等
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認為編製有關財務資料符合適用會計準
則、上市規則之規定及任何其他適用法律規定，且已作出充分披露。

代表董事會
主席
廖騫

香港，二零二二年八月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主席兼非執行董事廖騫先生；執行董事歐陽洪平先生、
溫獻珍先生及張鋒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徐慧敏女士、徐岩先生及李揚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