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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亮點

億和深圳（石岩）電子產業園



本集團是中國國內少數能夠生產高精密及尺寸準確之模具和零部件的高端製造商之一，而高精密及尺寸準確之

模具和零部件對高質素的辦公室自動化設備、汽車、智能設備以及電子消費品來說尤其重要。

本集團獨特的一站式服務覆蓋多項生產工序，能有效降低因外判不同生產工序予不同的供應商而產生的額外成

本和生產時間，使客戶有更大的誘因去增加對本集團的採購量。

我們卓越的工程能力及服務備受富士施樂、佳能、京瓷、理光、惠普、特斯拉、東風、佛吉亞、博澤、采埃孚、

海斯坦普、偉博思通及山田等國際知名公司認可。

本集團的辦公室自動化設備客戶均為跨國公司，在全球不同國家設有組裝工廠。自二零一八年起，這些辦公室

自動化設備客戶開始調整其內部生產物流工序，將目前在中國生產並出口至美國市場的產品製造工序轉移至其

他國家。同時，他們將目前在其他國家生產並出口至美國以外市場的產品製造工序轉移至中國。

通過上述調整，這些辦公室自動化設備客戶在中國的總產量，以及本集團對他們中國組裝工廠的銷售，仍保持

不受中美貿易爭端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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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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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亮點(續)

本集團於數年前開始在越南及墨西哥興建新的生產設施。此外，由於大部份在中國製造的汽車都在中國銷售，

很少售往美國，因此本集團在中國的汽車業務受到中美貿易爭端影響的可能性不大。

鑒於上述因素，即使中美出現貿易爭端，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仍繼續錄得營業額增長。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完成興建越南工業園第二期。期內，越南工業園的收入快速增長，本集團預計此增

長趨勢將會持續至二零一九年的餘下時間及往後年度。

本集團來自日本的主要辦公室自動化設備客戶有計劃長期逐步縮減其中國生產線的規模，藉此更專注於產品設

計及市場開發。作為該計劃的第一步，客戶將挑選如本集團般具有優秀往績的供應商，並更集中向該供應商增

加採購量。因此，預期客戶在中國將加速生產外判，從而帶動本集團辦公室自動化設備業務的新訂單迅速增加。

本集團獲惠普(辦公室自動化設備行業中最大的企業之一)邀請，在山東省威海市興建新工業園。該工業園預期

於二零一九年底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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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亮點(續)

鑒於惠普的生產需求迫在眉睫，因此本集團去年於威海收購了一間零部件生產商，並已在威海租用了臨時廠房，

藉此在自建的新威海工業園竣工前，為惠普提供服務。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惠普的訂單不斷增加，帶動了該

等在威海的現有生產設施之收入顯著增長。

由於惠普在威海的生產需求龐大，本集團預期自建的新威海工業園在竣工後之銷售業績將有強勁表現。正如上

文所述，由於來自日本的其他辦公室自動化設備客戶的銷售訂單預計將持續增加，因此除惠普外，新威海工業

園在未來亦可以為該等日本辦公室自動化設備客戶提供服務。

期內，本集團在墨西哥聖路易斯波托西州的新汽車工業園落成。新墨西哥工業園是因應本集團一名現有汽車客

戶之邀請而興建，以服務他們在墨西哥的廠房。

新墨西哥工業園現正處於試產階段。除上述的現有客戶外，許多著名汽車製造商及跨國一級供應商均已在墨西

哥設有生產基地。故此，當地市場對本集團新墨西哥工業園的產品亦具有龐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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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亮點(續)

我們繼續致力在中國為汽車業務開發新客戶，並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成為特斯拉的合資格供應商。此外，其他

知名的汽車製造商及一級供應商如東風、長安、上汽通用五菱、佛吉亞、博澤、海斯坦普、采埃孚、山田、偉

博思通、八千代及偉福科技等亦已成爲本集團在中國的客戶。

本集團將積極爭取來自中國高科技行業的新生產訂單。

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的營業額增長3.4%至港幣1,782,589,000元，主要由於期內部份現有客戶的訂單增加及本集團

致力開拓新客戶所致。

由於(i)墨西哥新業務錄得前期虧損；以及(ii)期內市場利率上升導致財務費用增加，因此盈利受到短暫影響。

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純利減少23.9%至港幣35,058,000元。然而，預計未來營業額的增加將帶來規模效益，並提高

本集團的回報率，加上市場利率自二零一九年七月以來出現下調跡象，將帶動本集團盈利能力回升。

為提高本公司所有現有股東的每股收益及淨資產價值，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一月至七月期間，從市場回購

1,442,000股股份。



企業概覽

億和越南(海防)電子產業園



公司簡介

 垂直整合的精密金屬及塑膠模具和零部件製造服務供應商。

 在一九九三年開始辦公室自動化設備市場的業務，該市場由日本品牌擁有者所壟斷，需要極高的尺寸準確度以防止出現卡
紙及圖像扭曲的情況。

 從數年前開始擴展至汽車及高端消費類電子產品市場。

 積極開發新客戶以擴闊客戶基礎。

主要業務

 卓越的工程能力及激光焊接技術使本集團能夠在其他低端製造商中脫穎而出 。

 深受知名日本品牌擁有者認可，包括佳能、理光、富士施樂、京瓷、愛普生及柯尼卡美能達等，他們均以極高的產品質素
及生產管理要求而聞名。

 本集團亦擁有在辦公室自動化設備市場取代日本供應商的成功往績。

 擁有來自其他行業的知名客戶，例如東風、特斯拉、佛吉亞、博澤、海斯坦普及采埃孚等。

市場地位

 透過獨特的垂直整合一站式解決方案來增加在辦公室自動化設備行業的市場份額。此外，客戶正在加速生產外判，並更集
中地向如本集團般的優質供應商進行採購。

 利用精密工程能力，把握市場對高質素汽車、智能裝備及高端消費類電子產品所需的精密模具及零部件之殷切需求。

 擴展海外市場至越南及墨西哥，藉此服務本集團辦公室自動化設備及汽車市場客戶在當地的組裝工廠。

 在惠普的邀請下在威海建立新的工業園。

增長動力

 十一個已投產的工業園：三個位於深圳、兩個位於威海，並於蘇州、中山、重慶、武漢、海防（越南）及墨西哥各有一個
工業園。

 於威海興建新生產設施，計劃將於二零一九年底投產。
業務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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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模具設計及生產

 在客戶產品開發過程中，與客戶共同研發模具。

 由本集團負責生產及檢測模具。

 在模具製成後，向客戶收取設計及生產模具的費用。
雖然模具的擁有權已轉移給客戶，但是已製成的模具
會繼續寄存於本集團廠房，用作日後製造大量的零部
件。

3. 將零部件組裝成半製成品

 通過高精密激光焊接及其他組裝工序把不同零部件組
裝成結構件半製成品。

2. 運用已製成的模具生產零部件

 運用寄存於本集團廠房的已製成模具大量生產零部件。

金屬沖壓模具 塑膠注塑模具

金屬沖壓零部件 車床加工產品
(主要用作送紙軸)

塑膠注塑零部件

結構件半製成品

製成品

垂直整合一站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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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有「工業之母」的稱譽

 產品從模具複製出來。

 模具的品質對產品的品質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生產尺寸準確至1/100毫米的產品，便需要準確度達1/1,000毫米的模具。

 需要精湛的工程技術、經驗累積和科技。

縮短產品交付期

 使用高品質模具可有效減少不良品，免除因使用低質素模具所帶來的調整或修理工序。

 由於產品週期不斷加快，因此快速的產品交付期是製造高科技及消費類電子產品的先決條件。

有別於其他採用低技術的加工製造商

 本集團是國內少數能製造高精密模具的高科技公司之一，生產技術可媲美如日本、德國等
國際模具製造商。

自動化生產提升效率

 本集團在生產線引入創新自動化方案，以精簡人員及降低成本。

 透過自動化減少人為錯誤，大幅提升效率及降低產品不良率。

業界領先技術



 精密度達0.005毫米的高精密金屬沖壓模具。

 不良率低於10PPM (即每生產100萬件零部件僅有少於10件為不良品)。

 模具的生產時間為30-45天 (市場平均則為90至120天)。

金屬沖壓模具及零部件

業界領先技術(續)

產品 產品特性

 製造厚度僅為0.2毫米的薄壁塑膠產品之模具。

 製造高精密塑膠齒輪之模具。

 能製造用於卷紙和圖像形成的低重量及高精密塑膠輥。

 模內裝飾和環保的熱流道技術。

 主要用於卷紙器的高精密軸。

 直徑公差少於0.02毫米。

 能有效地同時進行多項車床加工工序。

 能製造以不同材料，如鋁，塑膠及鋼材合成的軸類產品。

塑膠注塑模具及零部件

車床加工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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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遍用於航空及名貴跑車行業。

 低溫焊接可減少焊接過程中的過度熔化及變形，從而減少再加工的需
要。

 集中的激光束使焊接面積減少至低於0.2毫米，受熱範圍小，適合處理
高精密零部件。

 自行研發的自動系統使組裝工序自動化。

 與人手組裝比較，其產品交付期加快40%。

 大大降低勞工成本。

 自動化組裝對於生產汽車的高強度結構件和精密設備來說是必要的。

激光焊接

產品 產品特性

 自行研發具有內置紅外線系統的裝置以測試尺寸準確度。

 能夠偵查出少於0.01毫米的誤差。

 大大降低不良品比率，減少人手檢測所引致的誤差。

 與人手檢測比較，其產品檢測時間加快70%。

自動化組裝

電腦化檢測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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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領先技術(續)



 客戶為國際知名的辦公室自動化設備品牌擁有者，他們均以對產品質素要求甚
高而聞名。

 客戶群包括領導市場的所有主要品牌。

在辦公室自動化設備行業中擁有穩固的地位

市場佔有率不斷擴大

 辦公室自動化設備行業的供應鏈目前非常分散。

 市場中其他供應商僅集中生產單一零部件，而本集團則能夠生產辦公室自動化
設備中大部份的零部件。

 透過垂直整合一站式服務提高市場佔有率。

 主要客戶亦有計劃於中國逐步縮減其內部生產線的規模，並集中向如億和般值
得信賴的供應商增加採購。

 在設計新產品的過程中，客戶將需要本集團提供有關實際生產的可行性意見。

 本集團已成立一支新的產品開發團隊，並與客戶位於日本的產品設計部門緊密
合作。

 日後業務量上升時，將增聘產品開發團隊成員。

高度參與更多產品設計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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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自動化設備



億和越南（海防）電子產業園億和深圳（石岩）電子產業園

 於國內，本集團的億和深圳（石岩）電子產業園及億和蘇州電子產業園服務辦公室自動化設備客戶位於華南及華東主要的組
裝工廠。

 本集團位於越南海防市的工業園於二零一七年初開始商業投產，以服務辦公室自動化設備客戶位於越南的組裝工廠。

 越南工業園的第二期工程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完成。

地域覆蓋

億和蘇州電子產業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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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自動化設備(續)



億和威海（因塔思）電子產業園威海火炬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獲得新的辦公室自動化設備客戶惠普的邀請，在山東省威海市興建新工業園。新工業園於二零一八年初
開始興建，並預計於二零一九年底投產。

 鑒於惠普在威海的生產需求迫在眉睫，因此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底收購了一間名為因塔思（威海）電子有限公司的零
部件生產商，以加快我們在威海的發展。於自建的新威海工業園竣工前，本集團亦已在威海租用臨時廠房為惠普提供服務。
二零一九年上半年，該等在威海的現有生產設施的營業額顯著上升。

億和威海（雙島灣）電子產業園

於威海租用的廠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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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自動化設備(續)



根據IBIS World估計，中國汽車零部件行業二零一九年的年收入將達到7,580億美元。同時，客戶的需求由以往專注
低成本汽車迅速轉變爲追求更高質素的汽車，而中國政府亦鼓勵汽車行業逐步減少在高質素汽車模具及零部件領域
中對海外供應商的依賴。這將帶動市場對本集團所提供的精密生產服務之需求。

汽車市場

數碼模重慶汽車產業園

廠房 自動化焊接生產線

 於二零一一年通過收購一家汽車模具公司而成立。

 爭取來自重慶及鄰近城市之汽車製造商的訂單，
如福特、馬自達、長安、上汽通用五菱、一汽大
眾及長城。

 2,000噸全自動伺服生產線及自動化焊接生產線
能夠製造出具有高度安全及防撞標準的汽車高強
度零部件。

2,000噸伺服生產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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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



 在二零一四年初投入商業生產。

 製造高強度車身件所需的模具及零部件，目前主要用於東風
雪鐵龍及東風標緻系列的乘用車。

 其他現有及目標客戶包括武漢及周邊地區的汽車製造商，如
東風、本田、雷諾、通用汽車及獵豹汽車等。

數碼模武漢汽車產業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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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房 自動化沖壓生產線 2,700噸伺服生產線

汽車(續)



 億和（光明）精密製造產業園於二零零八年建成，旨在將本集團精密
模具的應用範圍從辦公室自動化設備擴大至其他產品如汽車等。該產
業園能夠生產各種汽車模具，包括與汽車座椅骨架、排氣系統及其他
高強度零部件有關的模具。

 數碼模中山汽車產業園在二零一五年通過內部重組，併入億和的汽車
業務，目標是生產汽車零部件。

 兩個工業園定位於服務廣東的汽車市場，該地區擁有許多知名的汽車
製造商及一級供應商，如廣汽、奧迪、佛吉亞及博澤等。

億和（光明）精密製造產業園 及 數碼模中山汽車產業園

數碼模中山汽車產業園

億和（光明）精密製造產業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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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續)



墨西哥聖路易斯波托西州位置圖 廠房

數碼模墨西哥（SLP）汽車產業園

San Luis Potos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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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本集團獲其中一名現有汽車客戶的邀請在墨西哥聖路易斯波托西州開設新
工業園。

 墨西哥新工業園將分階段興建。第一期工程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完成，現處於試產階段。
廠房位於當地的Logistik工業園。

 許多著名的汽車製造商及跨國一級供應商如佛吉亞、博澤、寶馬、大眾、奧迪、日產及菲
亞特克萊斯勒等均在聖路易斯波托西州或鄰近州份設有生產基地，因此本集團將取得更多
新的訂單。

 倘若營業額錄得可觀的增長，本集團將額外增加產能。

汽車(續)



 於二零一二年成立，定位為服務高科技及消費類電子行業的主要生產基地。

 技術全面，包括多層鍍膜、嵌件成型、SMT貼片以及激光雕刻等。

 在成立超過25年以來，我們於生產服務及品質方面已成功建立了極佳的聲譽，由於品質和尺寸準確度對高科技產品非常重
要，因此我們的服務對於眾多高科技公司而言極具吸引力。

根據Gartner資料顯示，全球於二零一九年在資訊科技方面的投資將達3.74萬億美元。與此同時，預期中國
將更專注於製造高價值的產品，加上中國高科技行業的興起，將為本集團所提供的高質素精密生產服務帶
來龐大的需求。

市場概況

廠房 多層鍍膜系統 SMT貼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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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和深圳（田寮）智能終端產業園

高科技及消費類電子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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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少數能夠製造高精密及高準
確度模具的製造商之一

擁有最先進的技術及設備

與多間大學訂立在研發方面的戰
略夥伴關係

擁 有 超 過 25 年 行 業 經 驗 的
強大管理團隊及經驗豐富的
研發隊伍

多年來保持審慎的財務政策及
有效的現金循環日數1

實施各種成本控制措施及自動化
生產，以優化人手及提高生產力

擁有成功服務對產品質素要求甚高的
世界級客戶如佳能、富士施樂、柯尼
卡美能達、理光、惠普、東風、佛吉
亞及博澤等之優秀往績

知名客戶邀請本集團在威海、越南及
墨西哥建立新工業園，清楚展示了本
集團與客戶間之長期合作夥伴關係

獲得主要客戶邀請成立新產品開發團
隊，與客戶位於日本的產品設計部門
緊密合作

致力於為股東創造價值及履行企業
社會責任

自上市以來，一直維持穩定的派息
政策，派息比率約為盈利30%

為提高本集團所有現有股東的每股
收益及淨資產價值，本集團於二零一
九年上半年及二零一九年七月從市場
回購1,442,000股股份

獲頒發獎項以表彰我們在履行環境保
護及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的表現

優秀技術

企業管治良好管理

客戶讚譽

附註1：現金循環日數是根據存貨週轉日數與應收賬款週轉日數之總和減應付賬款週轉日數計算

競爭優勢



2002 2005 2006 2008 2010 20172014201220111993 2016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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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興建墨西哥工業園及
越南工業園第二期

 獲得主要客戶邀請成立新
產品開發團隊，與客戶位
於日本的產品設計部門緊
密合作

 生產線遷往億和深
圳（石岩）電子產
業園

 在香港聯交所上市 (股
份 代號: 00838HK)

 成立億和（光明）精密
製造產業園，藉此將本
集團精密模具的應用範
圍由以往只專注於辦公
室自動化設備擴展至汽
車、高科技及消費類電
子產品

 億和蘇州電子產業園投
產，標誌著本集團跨
出廣東省發展的第一
步

 位於中山的新工業園
投產

 億和深圳（田寮）智能
終端產業園落成，提供
額外廠房面積發展高科
技及消費類電子產品市
場

 收購重慶一家高科技
汽車模具公司，成為
本集團首個專門發展
汽車市場的生產基地

 億和越南（海防）電
子產業園於二零一六年
底竣工，為本集團於中
國以外的首個工業園

成立

開始發展辦公室
自動化設備市場

 獲其中一名主要汽車客戶
的邀請在墨西哥聖路易斯
波托西州開設新工業園

 獲惠普邀請於山東省威海
市設立新工業園

 收購因塔思（威海）電子
有限公司

 數碼模武漢汽車產業園
投入商業生產，主力生
產汽車零部件

重要里程牌



目前，本集團於中國、越南及墨西哥共擁有十一個已投產的工業園。同時，本集團正在於

威海興建新生產設施，以進一步拓展當地業務。

*尚在興建中。圖片顯示的是本集團在自行興建的工業園竣工前所租用的臨時廠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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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
武漢

山東

威海

蘇州

中山

深圳

越南

墨西哥

工業園

建築面積：
1.7萬平方米
(第一期)

土地面積：
8.3萬平方米

建築面積：
7.9萬平方米
(第一期)

土地面積：
34.9萬平方米.

建築面積：
8.7萬平方米

土地面積：
36萬平方米

建築面積：
1.2萬平方米
(第一期)

4.6萬平方米
(第二期)

土地面積：
3.7萬平方米

建築面積：
3.5萬平方米

土地面積：
3.4萬平方米

建築面積：
5.5萬平方米

土地面積：
5.4萬平方米

建築面積：
3.1萬平方米

土地面積：
10萬平方米

建築面積：
8.2萬平方米

土地面積：
12萬平方米

建築面積：
9.5萬平方米

土地面積：
6.5萬平方米

建築面積：
4.8萬平方米

土地面積：
2.8萬平方米

億和威海（雙島灣）電子產業園*數碼模墨西哥(SLP)汽車產業園

數碼模武漢汽車產業園 億和越南（海防）電子產業園 數碼模中山汽車產業園 億和（光明）精密製造產業園

億和深圳（田寮）智能終端產業園億和深圳（石岩）電子產業園數碼模重慶汽車產業園 億和蘇州電子產業園

建築面積：
2.1萬平方米

土地面積：
3.3萬平方米

億和威海（因塔思）電子產業園



年份 表彰 客戶 / 機構

2000 - 2019 ISO9001認證 BSI Group

2003 - 2019 ISO14001認證 BSI Group

2004 優秀供應商獎 東芝

2004 Certificate of Green Activity 佳能

2004 - 2019 VVV(非常有價值供應商)獎 佳能

2005 化學物品排放管理認可認證 理光

2005 表彰獎 柯尼卡美能達

2007 供應商特別改善獎 富士施樂

2007 - 2010 環保系統證書 柯尼卡美能達

2007 - 2011 P-DOAZ（零部件零缺陷）獎 柯尼卡美能達

2009 - 2015 品質金獎 柯尼卡美能達

2009 傑出供應商獎 通用電氣

2009 - 2017
E(環境)Q(品質)C(成本)D(納期)顯著貢獻

奬
佳能

2009 - 2017 供應商QCC發表會獎 京瓷

2009 - 2019 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 中國政府

2010 特殊貢獻獎 美的

2010 成品組裝資格認證 京瓷

2011 特定化學物質管理工場監察基準合格證 兄弟

24

主要獎項及贊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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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獎項及贊譽(續) 

年份 表彰 客戶 / 機構

2011 - 2018 卓越合作夥伴奬 富士施樂

2011 - 2018 企業環保領先大獎 香港工業總會

2011 - 2019 OHSAS18001認證 BSI Group

2012 - 2013 特別貢獻獎 佳能

2013 - 2017 優秀供應商獎 東風

2013 - 2019 最佳品質獎 東芝

2013 模具供應商認可證書 一汽大眾

2014 - 2015 優秀供應商獎 柯尼卡美能達

2014 - 2016 優秀供應商獎 佳能

2014 優秀協作單位 東風

2014 組裝技能改善競賽冠軍獎 佳能

2015 改善發表大會–優秀供應商發表獎 富士施樂

2015 感謝信 深圳航天

2016 品質金獎 三星

2016 優秀改善獎 柯尼卡美能達

2016 優秀供應商獎 愛普生

2016 A級供應商獎 兄弟

2016 - 2019 綜合組裝能力邀請賽一等獎 佳能

2016 最佳供應商獎 東芝



年份 表彰 客戶 / 機構

2017 感謝狀 - 社外組件調達活動 柯尼卡美能達

2017 源流保證 - 綜合優秀獎 理光

2017 最佳配合供應商獎 方正

2017 戰略合作夥伴獎 碩方

2017 基礎技能邀請賽獎一等獎 佳能

2017 合作夥伴獎 佛吉亞

2017 最佳納期獎 東芝

2017 - 2018 優秀供應商獎 佛吉亞

2018 品質表彰獎 柯尼卡美能達

2018 品質改善進步獎 山田

2018 匠心獎 賽格威-納恩博

2018 參與證書 博澤

2018 採購卓越夥伴 - 銅獎 富士施樂

2018 最佳夥伴獎 東芝

2018 優秀協力供應商獎 富士施樂

2018 採購夥伴獎 佳能

2018 年度供應商 - 銅獎 盛柏林

2019 合作供應商獎 京瓷

2019 最佳合作獎 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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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獎項及贊譽(續) 



 截至2019年8月27日止公司已發行股份數目 = 1,727,661,800股

 截至2019年8月27日止公司尚未行使之購股權的股份數目為137,350,000股。

40.9% 59.1%

張傑
及其家族成員 公眾股東

27

股權架構



資歷管理層 職位

張耀華先生 行政總裁

 本集團創辦人之一
 於精密模具行業擁有超過25年之營運管理經驗
 負責本集團之營運及管理
 現任粵港澳先進製造業產業聯盟主席、深圳市機械行業協會執行會長、深圳市商業聯

合會會董、廣東省模具工業協會、深圳市企業聯合會以及深圳市企業家協會之副會長
 現任深圳市政協委員

張建華先生 副主席

 本集團創辦人之一
 在精密模具行業擁有豐富的內部規劃、基建管理和風險監控經驗
 負責本集團整體組織建設、基建管理和風險管理工作
 曾於深圳稅務部門工作，在國內稅務法規和政府部門溝通方面累積了廣泛的經驗

張傑先生 主席

本集團創辦人之一

在精密模具行業擁有超過25年的市場拓展、戰略規劃及企業管理經驗

負責本集團整體策略規劃及市場拓展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獲頒發「香港青年工業家獎」

獲選為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之榮譽會長

現任重慶市政協委員

28

經驗豐富的管理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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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目前，中美貿易爭端的結果仍然不明朗，故本集團預期國際政治及經濟環境將繼續波動。

然而，本集團對中國的發展仍然充滿信心，並預期辦公室自動化設備客戶在中國加速生產外判，將為本集團帶

來龐大的商機。

此外，本集團將繼續加大力度在中國汽車及高科技行業中，發掘擁有龐大潛力的新客戶。

同時，本集團於數年前作出正確決策，將業務擴展至越南及墨西哥，因此現時能受惠於跨國企業在這些國家加

大投資所帶來的機遇。

自二零一九年七月起，市場利率開始呈現下行趨勢，亦將降低本集團的財務費用。

因此，本集團對自身的發展前景感到樂觀。



財務資料

數碼模墨西哥（SLP）汽車產業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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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上半年 2019年上半年

儘管中美貿易爭端令經濟環境低迷，本集團的營業額仍

增長3.4%至港幣1,782,589,000元，主要由於期內部份

現有客戶的訂單增加及本集團致力開拓新客戶所致。

毛利率於期內輕微下跌至23.4%（二零一八年上半年：

24.9%），主要是由於新建成的墨西哥工業園及越南工

業園第二期於營運初期的毛利率較低所致。

期內，本集團在墨西哥的新業務錄得前期虧損港幣

9,150,000元。此外，市場利率於期內上升，導致財務

費用增至港幣35,619,000元（二零一八年上半年：港幣

22,074,000元）。

因此，本集團的純利下降23.9%至港幣35,058,000元。

營業額

0

500

1,000

1,500

2,000

2018年上半年 2019年上半年

純利

按年變動: 
+3.4%

按年變動: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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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業績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千元計 

收入 1,782,589 1,724,694 3%

銷售成本 (1,365,953) (1,295,375) 5%

毛利 416,636 429,319 -3%

其他收益 32,750 18,954 73%

其他虧損 - 淨額 (7,615) (4,451) 71%

分銷成本 (107,203) (106,861) 0%

一般及行政費用 (266,767) (270,778) -1%

經營利潤 67,801 66,183 2%

財務收益 13,241 5,826 127%

財務費用 (35,619) (22,074) 61%

應佔聯營公司之（虧損）利潤 (4,301) 614 -800%

扣除所得稅前利潤 41,122 50,549 -19%

所得稅費用 (6,064) (4,462) 36%

本公司所有者應佔利潤 35,058 46,087 -24%

股息 11,230 14,678

毛利率 23.4% 24.9%

經營利潤率 3.8% 3.8%

淨利潤率 2.0% 2.7%

派息比率 32.0% 31.8%

綜合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二零一九年

按年

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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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表現

本集團營業額錄得增長，主要由於期內部份現有客
戶的訂單增加，以及本集團致力開拓新客戶所致。

期內實際稅率為14.7%，較二零一八年上半年有所
增加。這是由於(i)從中國稅務部門所獲得的退稅
減少，以及(ii)本集團部份附屬公司如新墨西哥工
業園，以及小額貸款業務於期內錄得虧損，而有關
虧損不能用於抵扣本集團內其他錄得盈利的公司之
應課稅利潤所致。

毛利率輕微下跌至23.4%，主要由於本集團的新業
務，即墨西哥工業園及越南工業園第二期於營運初
期的毛利率較低所致。

本集團的財務費用增加，主要由於期內市場利率上
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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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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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主要財務比率

現金循環日數為51日。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淨負債對股本比率處為23.9%。

多年來派息比率穩定，並維持於純利約30%。

附註1: 現金循環日數是根據存貨周轉日數與應收賬款周轉日數之總和減應付賬款周轉日數計算。

附註2: 淨負債對股本比率乃根據銀行借款及租賃負債之總和減現金及銀行結餘再除以股東權益計算。租賃負
債並不包括廠房和辦公物業的未來租金。該等租金並未發生，但根據新採納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6
「租賃」被視同為租賃負債。

日數

淨現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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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所載之資料和意見乃根據本集團認為可靠之資料來源及以高度誠信來編製，惟本集團
並不就此等內容之準確性、完整性或正確性作出任何保證，而本集團亦不保證此等資料準確
無誤。本報告的作用純粹為提供資訊，同時本報告亦不構成本集團對投資者買進或賣出股票
的投資意見。過往表現並不代表未來業績。投資者不應依賴本報告中所包含的資訊，並應自
行作出投資決定。只有擁有足夠知識和經驗的投資者才可考慮對本集團作出投資。其他人士
不應因依賴本報告而作出任何行動。

如欲索取更多資料:

億和精密工業控股有限公司

黃海曙先生

電話: +852 2620 6488

電郵: franciswong@eva-group.com

傳真: +852 2191 9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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