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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變動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10,240,426 9,065,249 +13%

毛利 976,160 945,849 +3.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溢利 140,587 5,693 +2,369.5%

稅息折舊及攤銷前利潤 993,501 819,403 +21.2%

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4.27 0.18 +2,272.2%

每股股息（港仙）

 — 中期 – –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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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續）

稅息折舊及攤銷前利潤率、毛利率及純利率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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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10,240,426 9,065,249

銷售成本 (9,264,266) (8,119,400)
    

毛利 976,160 945,849

其他收入 74,960 47,192

其他損益 (83,058) (61,525)

於損益以公平價值列賬（「於損益以公平價值列賬」）

 之金融資產未變現收益淨額（減值虧損） 157 (1,172)

行政費用 (149,653) (219,770)

分銷及銷售費用 (241,081) (228,703)

財務費用 4 (196,165) (170,360)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146,096) (229,362)
  • (229,362)

稅前溢利 235,224 82,149

所得稅開支 5 (57,448) (43,447)
    

本期間溢利 6 177,776 38,702
    

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可能於其後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外匯差額 60,129 (142,866)

分佔換算聯營公司所產生之外匯差額 933 (21,378)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61,062 (164,244)
    

本期間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238,838 (125,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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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間溢利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40,587 5,693

非控股權益 37,189 33,009
    

177,776 38,702
    

本期間全面收入（開支）總額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99,774 (149,587)

非控股權益 39,064 24,045
    

238,838 (125,542)
    

每股盈利 8

 基本 — 港仙 4.27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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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12,241,453 12,307,604
使用權資產 475,045 –
預付租賃款項 – 383,123
無形資產 – –
商譽 413 413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085,901 1,231,064
於損益以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10 10,473 10,316
遞延稅項資產 85,560 90,402
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支付訂金及其他付款 59,384 132,025

    

13,958,229 14,154,947
    

流動資產
存貨 3,835,162 3,132,622
預付租賃款項 – 8,685
應收賬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4,277,470 5,020,366
於其他全面收益以公平價值列賬之應收賬項 12 106,528 168,813
衍生金融工具 1,081 –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1,363,455 1,346,194
可收回稅項 391 391
受限制銀行存款、銀行結存及現金 1,608,350 1,222,483

    

11,192,437 10,899,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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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13 8,379,394 8,547,580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998,086 –
稅項負債 19,101 48,149
銀行及其他借款 14 5,906,870 7,118,297
合約負債 116,577 112,491
衍生金融工具 254 –
租賃負債 — 即期部分 4,548 –
應付債券 806,930 –

    

16,231,760 15,826,517
    

流動負債淨額 (5,039,323) (4,926,963)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8,918,906 9,227,984
    

非流動負債
銀行及其他借款 14 87,500 75,000
應付債券 44,882 850,265
遞延稅項負債 52,026 56,692
租賃負債 — 非即期部分 809 –

    

185,217 981,957
    

資產淨值 8,733,689 8,246,02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5 65,785 65,785
股份溢價及其他儲備 7,814,995 7,570,79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7,880,780 7,636,576
非控股權益 852,909 609,451

    

權益總額 8,733,689 8,246,027
    



8信利國際有限公司 / 二零一九年中期報告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百分比乃由此等公司之董事會酌情決定。法定盈餘儲備可抵銷累計虧損，而企業發展儲備則可用於擴展生產設施或
增加註冊資本；及 (ii)出售一間附屬公司權益之賬面值與附屬公司股本權益減少產生之已收取代價兩者間之差額。

(c)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後，根據預期信用損失模式就金融資產確認額外減
值虧損13,260,000港元及941,000港元，並分別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記錄為保留溢利及非控股權益調整。

股本 股份溢價 特別儲備 資本贖回儲備 外匯儲備 其他儲備 保留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權益總額 非控股權益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a） （附註b）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62,409 1,200,575 990 867 508,356 1,447,733 4,661,841 7,882,771 565,384 8,448,155
調整（附註 c） – – – – – – (13,260) (13,260) (941) (14,201)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經重列） 62,409 1,200,575 990 867 508,356 1,447,733 4,648,581 7,869,511 564,443 8,433,954            
本期間溢利 – – – – – – 5,693 5,693 33,009 38,702            

本期間其他全面開支
 —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外匯差額 – – – – (133,902) – – (133,902) (8,964) (142,866)
 — 換算聯營公司所產生之外匯差額 – – – – (21,378) – – (21,378) – (21,378)            
本期間其他全面開支 – – – – (155,280) – – (155,280) (8,964) (164,244)            
本期間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 – – – (155,280) – 5,693 (149,587) 24,045 (125,542)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62,409 1,200,575 990 867 353,076 1,447,733 4,654,274 7,719,924 588,488 8,308,412
            
本期間溢利 – – – – – – 68,497 68,497 41,014 109,511            
本期間其他全面開支
 —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外匯差額 – – – – (369,811) – – (369,811) (20,051) (389,862)
 — 換算聯營公司所產生之外匯差額 – – – – 19,724 – – 19,724 – 19,724            
本期間其他全面開支 – – – – (350,087) – – (350,087) (20,051) (370,138)            
本期間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 – – – (350,087) – 68,497 (281,590) 20,963 (260,627)            
轉撥 – – – – – 28,749 (28,749) – – –
發行新股份 3,376 195,808 – – – – – 199,184 – 199,184
發行新股份成本 – (942) – – – – – (942) – (942)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65,785 1,395,441 990 867 2,989 1,476,482 4,694,022 7,636,576 609,451 8,246,027
            

重新計量使用權資產 – – – – – – (517) (517) – (517)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經重列） 65,785 1,395,441 990 867 2,989 1,476,482 4,693,505 7,636,059 609,451 8,245,510            
本期間溢利 – – – – – – 140,587 140,587 37,189 177,776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入
 —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外匯差額 – – – – 58,254 – – 58,254 1,875 60,129
 — 換算聯營公司所產生之外匯差額 – – – – 933 – – 933 – 933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入 – – – – 59,187 – – 59,187 1,875 61,062            
本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 – – – 59,187 – 140,587 199,774 39,064 238,838
視作出售一間附屬公司部分權益（附註20） – – – – – 44,947 – 44,947 284,783 329,730
已付一間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股息 – – – – – – – – (80,389) (80,389)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65,785 1,395,441 990 867 62,176 1,521,429 4,834,092 7,880,780 852,909 8,733,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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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續）

股本 股份溢價 特別儲備 資本贖回儲備 外匯儲備 其他儲備 保留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權益總額 非控股權益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a） （附註b）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62,409 1,200,575 990 867 508,356 1,447,733 4,661,841 7,882,771 565,384 8,448,155
調整（附註 c） – – – – – – (13,260) (13,260) (941) (14,201)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經重列） 62,409 1,200,575 990 867 508,356 1,447,733 4,648,581 7,869,511 564,443 8,433,954            
本期間溢利 – – – – – – 5,693 5,693 33,009 38,702            

本期間其他全面開支
 —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外匯差額 – – – – (133,902) – – (133,902) (8,964) (142,866)
 — 換算聯營公司所產生之外匯差額 – – – – (21,378) – – (21,378) – (21,378)            
本期間其他全面開支 – – – – (155,280) – – (155,280) (8,964) (164,244)            
本期間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 – – – (155,280) – 5,693 (149,587) 24,045 (125,542)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62,409 1,200,575 990 867 353,076 1,447,733 4,654,274 7,719,924 588,488 8,308,412
            
本期間溢利 – – – – – – 68,497 68,497 41,014 109,511            
本期間其他全面開支
 —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外匯差額 – – – – (369,811) – – (369,811) (20,051) (389,862)
 — 換算聯營公司所產生之外匯差額 – – – – 19,724 – – 19,724 – 19,724            
本期間其他全面開支 – – – – (350,087) – – (350,087) (20,051) (370,138)            
本期間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 – – – (350,087) – 68,497 (281,590) 20,963 (260,627)            
轉撥 – – – – – 28,749 (28,749) – – –
發行新股份 3,376 195,808 – – – – – 199,184 – 199,184
發行新股份成本 – (942) – – – – – (942) – (942)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65,785 1,395,441 990 867 2,989 1,476,482 4,694,022 7,636,576 609,451 8,246,027
            

重新計量使用權資產 – – – – – – (517) (517) – (517)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經重列） 65,785 1,395,441 990 867 2,989 1,476,482 4,693,505 7,636,059 609,451 8,245,510            
本期間溢利 – – – – – – 140,587 140,587 37,189 177,776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入
 —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外匯差額 – – – – 58,254 – – 58,254 1,875 60,129
 — 換算聯營公司所產生之外匯差額 – – – – 933 – – 933 – 933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入 – – – – 59,187 – – 59,187 1,875 61,062            
本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 – – – 59,187 – 140,587 199,774 39,064 238,838
視作出售一間附屬公司部分權益（附註20） – – – – – 44,947 – 44,947 284,783 329,730
已付一間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股息 – – – – – – – – (80,389) (80,389)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65,785 1,395,441 990 867 62,176 1,521,429 4,834,092 7,880,780 852,909 8,733,689
            

附註：

(a) 特別儲備指所收購附屬公司之股份面值與本公司就收購而發行之股份面值兩者間之差額。

(b) 其他儲備包括：(i)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不包括香港）成立之附屬公司之法定盈餘儲備及企業發展儲備。根據
中國附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中國法定賬目內呈報之純利若干百分比須轉撥至法定盈餘儲備及企業發展儲備，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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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1,096,053 2,093,037
   

投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374,911) (1,075,577)
使用權資產增加 (82,881) –
向一間聯營公司墊款 (73,905) (473,200)
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支付訂金 (59,384) (344,077)
存放受限制銀行存款 (258,648) (194,089)
解除受限制銀行存款 271,948 225,965
其他投資現金流量 29,981 9,441

   

(547,800) (1,851,537)
   

融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償還銀行及其他借款 (5,923,304) (3,767,712)
來自一間聯營公司墊款 966,450 –
視作出售一間附屬公司部分權益惟

 未有失去控制權之所得款項 329,730 –
已付一間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股息 (80,389) –
新造銀行及其他借款 4,717,825 3,052,187
其他融資現金流量 (196,165) (170,360)

   

(185,853) (885,885)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增加（減少）淨額 362,400 (644,385)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090,379 3,465,844

匯率變動之影響 36,767 5,270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指銀行結存及現金 1,489,546 2,826,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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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

第34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惟若干按重估金額或公平價值（如適用）計量之

金融工具除外。

除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新訂準則及修訂導致之會計政策變動外，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

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遵循者一致。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新訂準則及修訂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就編製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

師公會所頒佈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強制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新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3號

所得稅處理之不確定性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 具負補償特性之預付款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 計劃修訂、縮減或結算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資公司之長期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週期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之年度改進

除下述者外，於本期間應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其修訂對本集團本期間及過往期間

之財務狀況及表現及╱或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披露資料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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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新訂準則及修訂（續）
2.1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對會計政策之影響及變動

對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所確認金額作出以下調整。不受變動影

響之項目未有包括在內。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過往呈報之

賬面值 調整

於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日

根據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
第16號之
賬面值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預付租賃款項 383,123 (383,123) –

使用權資產 – 400,279 400,279

流動資產
預付租賃款項 8,685 (8,685) –

應收賬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 租金按金 1,639 (82) 1,557

 — 其他 15 (15) –

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 6,602 6,602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 2,289 2,289

資本及儲備
股份溢價及其他儲備 7,570,791 (517) 7,570,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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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3. 分類資料
向本公司董事會（即主要營運決策者）報告以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之報告資料集中於不同

類別產品之銷售。分類間銷售乃按現行市價支銷。因此，本集團目前分為兩個經營分類，

即銷售液晶體顯示器（「液晶體顯示器」）產品及電子消費產品。各經營分類之資料如下：

液晶體顯示器產品 — 製造及分銷液晶體顯示器及觸控屏產品

電子消費產品 — 製造及分銷電子消費產品（例如微型相機模組、指紋識別

 模組、個人保健產品及電子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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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3. 分類資料（續）
分類收益及業績
本集團按經營及報告分類劃分之收益及業績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液晶體

顯示器產品

電子消費

產品 分類總額 對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外銷 6,789,512 3,450,914 10,240,426 – 10,240,426

分類間銷售 – 109,242 109,242 (109,242) –
      

6,789,512 3,560,156 10,349,668 (109,242) 10,240,426
      

業績

分類業績 451,188 134,881 586,069 (2,021) 584,048

財務費用 (196,165)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146,096)

未分配開支 (6,563)
 

稅前溢利 235,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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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3. 分類資料（續）
分類收益及業績（續）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液晶體

顯示器產品

電子消費

產品 分類總額 對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外銷 6,157,388 2,907,861 9,065,249 – 9,065,249

分類間銷售 – 119,617 119,617 (119,617) –      

6,157,388 3,027,478 9,184,866 (119,617) 9,065,249
      

業績

分類業績 359,360 130,266 489,626 (2,213) 487,413

財務費用 (170,360)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229,362)

未分配開支 (5,542) 

稅前溢利 82,149
 

4. 財務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及其他借款之利息 196,165 170,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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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5.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乃就兩個期間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計算。

於中國及其他司法權區產生之所得稅按相關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根據中國相關法律及法規，本公司兩間中國附屬公司獲批准為高新技術企業，由二零

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三年間可享15%之中國企業所得稅率。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實施條例細則，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就向於香港註冊成

立之控股公司分派中國附屬公司賺取之溢利須按5%至10%之適用稅率繳納中國預扣稅。

6. 本期間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間溢利乃於扣除以下各項後達致：

核數師酬金 1,600 1,785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8,041,201 6,752,777

以下各項之折舊及攤銷：

 物業、廠房及設備 554,582 566,894

 使用權資產 7,530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14,275 2,475

租賃物業之經營租約租金 – 6,924

解除預付租賃款項 – 3,512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776,074 995,610

其他稅項 18,679 19,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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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7.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8.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盈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用以計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

 攤薄盈利之盈利 140,587 5,693
   

股份數目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股 千股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289,229 3,120,429
   

由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均並無重大潛在已發行普通股，故並無

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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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9.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變動
期內，本集團收購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合共506,935,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1,377,410,000港元）。

期內，本集團出售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賬面總值為39,69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909,000港元），現金代價為25,415,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34,000港元），導致出售虧損14,275,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475,000港元）。

10. 於損益以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香港上市之權益股份（附註） 10,473 10,316
   

附註： 該等投資指於在香港註冊成立之公司之股本權益，該公司之股份於聯交所上市，並按公平價值列賬。上市股

本證券之公平價值乃按有關證券交易所所報之市場買入價釐定。於本中期期間，已確認未變現收益淨額

157,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減值虧損1,172,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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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1. 應收賬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賬項 4,243,886 4,928,290

減：信用損失撥備 (588,379) (586,447)   

3,655,507 4,341,843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621,963 678,523   

應收賬項及其他應收款項總額 4,277,470 5,020,366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介乎30至90日不等之信貸期。

於報告日之應收賬項（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減信用損失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應收賬項 應收賬項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60日內 2,891,641 2,989,486

61至90日 429,804 968,389

超過90日 334,062 383,968   

3,655,507 4,341,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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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2. 於其他全面收益以公平價值列賬之應收賬項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賬項 51,512 31,848

應收票據 55,016 136,965   

106,528 168,813
   

於報告年末按發票日期呈列於其他全面收益以公平價值列賬之應收賬項及應收票據之賬

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應收賬項 應收票據 合計 應收賬項 應收票據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60日內 51,512 3,265 54,777 29,663 114,300 143,963

61至90日 – 36,683 36,683 2,185 10,053 12,238

超過90日 – 15,068 15,068 – 12,612 12,612       

51,512 55,016 106,528 31,848 136,965 168,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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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3. 應付賬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之應付賬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應付賬項 應付票據 合計 應付賬項 應付票據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60日內 3,905,691 968,058 4,873,749 3,870,261 961,044 4,831,305
61至90日 479,348 29,454 508,802 527,891 237,012 764,903
超過90日 482,842 1,023 483,865 812,813 86,926 899,739       

4,867,881 998,535 5,866,416 5,210,965 1,284,982 6,495,947
       

14. 銀行及其他借款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銀行貸款 4,436,943 5,656,370
信託收據貸款 1,091,327 1,351,089
其他貸款 466,100 185,838

   

5,994,370 7,193,297
   

於本中期期間內，本集團取得新造銀行借款約4,717,825,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約3,052,187,000港元）。所得款項用作償還銀行借款、為日常業務營
運撥資以及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借款包括為數約1,485,590,000港元（二零一八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937,757,000港元）之定息借款，實際年利率介乎0.75%至6.77%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22%至5.22%）（亦相當於合約利率）。本集團之其餘借
款均為浮息借款，按香港銀行同業拆息（「香港銀行同業拆息」）或倫敦銀行同業拆息（「倫

敦銀行同業拆息」）加若干基點計息。利息每月重定，實際利率介乎年息率1.62%至4.57%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3%至5%）。



22信利國際有限公司 / 二零一九年中期報告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5. 股本

普通股數目 股本

千港元
   

每股面值0.02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 5,000,000,000 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之結餘 3,120,429,398 62,409

發行新股份 168,800,000 3,376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 3,289,229,398 65,785
   

16. 資本承擔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已訂約但未在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撥備之資本支出 288,000 41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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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7. 關連人士交易
(i) 期內，本集團與聯營公司訂立以下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聯營公司 交易性質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信利（惠州）智能顯示 

 有限公司

銷售 29,940 6,893

採購 729,565 453,553

利息收入 24,050 14,065

租金收入 60 60

租金支出 223 –
    

(ii) 本期間內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層成員之薪酬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短期福利 5,303 7,967

離職後福利 48 55
   

5,351 8,022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之薪酬乃由薪酬委員會參考個人表現及市場趨勢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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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8. 金融工具之公平價值計量
按經常基準以公平價值計量之本集團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公平價值
本集團部分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於各報告期末以公平價值計量。下表提供有關如何釐定

此等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公平價值之資料（尤其是估值技術及所使用之數據），以及公

平價值等級（據此，公平價值計量乃按可觀察之公平價值計量數據程度分類（第1至第3

級））。

• 第1級公平價值計量乃基於相同資產或負債於活躍市場中之報價（未經調整）而得出；

• 第2級公平價值計量乃按資產或負債之可直接（即價格）或間接（即基於價格計算）觀

察所得數據（第1級所述報價除外）而得出；及

• 第3級公平價值計量乃使用包括並非基於可觀察市場數據之資產或負債數據（不可

觀察之數據）之估值技術而得出。

金融資產╱金融負債

公平價值

公平
價值等級 估值技術及主要數據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損益以公平價值

 列賬之金融資產

 — 於香港上市之權益股份

資產
 — 10,473,000港元

資產

 — 10,316,000港元

第1級 於活躍市場所報之買入價

外匯掉期 資產
 — 1,081,000港元

資產

 — 零

第2級 現金流量折現法

主要輸入數據為外匯即期

 利率及遠期利率以及

 利率曲線。

於其他全面收益以公平價值

 列賬之應收賬項

資產
 — 106,528,000港元

資產

 — 168,813,000港元

第2級 現金流量折現法

主要輸入數據為市場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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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金融資產╱金融負債

公平價值

公平
價值等級 估值技術及主要數據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結構式外匯遠期 負債
 — 254,000港元

負債

 — 零

第3級 蒙特卡羅模擬法

主要輸入數據為估值日期

 即期匯率、執行利率、

 期限、名義金額、各次

 結算時之支出金額、

 美元兌港元無風險利率

 以及於估值日期匯率

 平均隱含波幅
     

本公司董事認為，按攤銷成本列入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賬面值與

其公平價值相若。

18. 金融工具之公平價值計量（續）
按經常基準以公平價值計量之本集團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公平價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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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9.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非全資附屬公司為若干涉及就於中國侵犯申索人

專利權提出申索之法律訴訟之被告人。針對該非全資附屬公司之申索合共約人民幣1.515

億元（相當於約1.723億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有關法律訴訟仍在進行中。董事根據法律意見相信，該案件

有法律及事實理據進行抗辯，因此，案件將不大可能產生虧損（包括費用申索）。故此，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未就此作出撥備。

此外，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授予一間聯營公司信利（惠州）智能顯示有限

公司（「信利惠州」）之銀行借款作出公司擔保，借款上限約為34.1億港元（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34.2億港元），而已動用銀行貸款約21.2億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24.3億港元）尚未償還。

另外，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信利惠州其他股東按其相應擁有權權益比例就上述銀

行借款提供公司擔保約8.02億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04億港元）。本集團

以其他股東為受益人簽立反彌償保證，據此本集團承諾向該其他股東彌償銀行借款所產

生債務的23.5%（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3.5%）。

董事於報告期末評估信利惠州之違約風險，認為有關風險並不重大，而交易對手申索任

何擔保金額之可能性不大。

20. 視作出售一間附屬公司部分權益
於二零一九年五月，為提升及增加一間中國附屬公司（「中國附屬公司」）之資本基礎，中

國附屬公司收取一名獨立第三方現金代價約329,730,000港元以增加其註冊資本約

22,648,000港元。於增資完成後，本集團於中國附屬公司之實際股本權益由85.42%減

少至8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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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本集團為中國最大智能手機元件部件製造商及全球頂級自動化顯示屏供應商之一。本集團之主

要業務為製造及銷售液晶體顯示器產品（包括觸控屏產品）及電子消費產品，包括微型相機模

組、指紋識別模組、個人保健產品及電子設備。

財務回顧
收益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之收益達約102.40億港元，較去年同

期增加約13.0%或約11.75億港元。收益增加主要由於本期間智能手機相關產品業務之市場份

額較二零一八年同期有所上升。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於本期間之毛利約為9.76億港元，毛利率則約為9.5%，較去年同期低約0.9%。毛利率

微跌主要由於智能手機相關產品業務競爭激烈。

其他收入
本集團於本期間之其他收入約為75,0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58.8%或約27,800,000

港元。其他收入增加主要由於本期間收取政府津貼約48,0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上半年：少

於1,000,000港元）。

其他收益或虧損
本集團於本期間之其他收益或虧損錄得其他虧損淨額約83,1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上半年：

約61,500,000港元）。本期間其他虧損淨額增加主要由於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增加。

分銷及銷售費用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銷及銷售費用較去年同期增加約5.4%或約

12,400,000港元至約2.411億港元。本期間分銷及銷售費用增幅低於本期間收益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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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財務回顧（續）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溢利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溢利較二零一八年同期增加約

24倍至約1.41億港元，主要由於 (i)分佔聯營公司虧損大幅減少 — 本期間較二零一八年同期大

幅減少約83,000,000港元；及 (ii)行政費用減少 — 本期間較二零一八年同期減少約70,000,000

港元，原因是嚴格控制成本。

業務回顧
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環球經濟增長步伐顯著放緩。然而，智能手機業於本期間仍然呈現下行

趨勢。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之資料，國內手機市場於本期間之出貨量為1.86億部，較去年

同期減少5.1%。此外，本期間推出之新款手機數目較去年同期顯著減少38%至246款。因此，

本期間智能手機市場之競爭依然非常激烈。儘管如此，本集團一直提升其研發能力，並就開發

新產品與客戶加強合作。在重重挑戰下，本集團主要透過改善與智能手機相關產品客戶合作，

成功將其於本期間之收益提高13%。換言之，本集團於本期間提高了智能手機相關產品業務之

市場份額。因此，管理層相信本集團將繼續提升競爭力。

於本期間，本集團之液晶體顯示器產品分類之收益較去年同期增加10.3%，主要由於本期間智

能手機相關產品業務之巿場份額上升。於本期間，本集團之電子消費產品分類收益較去年同期

增加17.6%，尤其是觸控模組產品錄得銷售增長，主要由於期內與智能手相關產品客戶加強合

作。

與去年同期相比，本集團於本期間智能手機相關產品之收益有所增長，與國內手機市場出貨量

之減幅背道而馳，乃由於智能手機相關產品業務之市場份額不斷上升。本集團於本期間非智能

手機相關產品之收益持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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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前景
全球經濟增長可能於二零一九年下半年更顯疲弱，主要原因為發達經濟體及中國之增長勢頭減

弱。尤其是中美之間的貿易緊張局勢進一步升級亦是主要下行風險所在。

儘管於二零一九年下半年估計出現上述艱難情況，惟管理層將竭盡全力透過不斷加強與客戶及

供應商之合作，從而維持本集團之收益增長。

此外，本集團將繼續透過加強發展非智能手機相關產品業務改善本集團之產品組合。

另外，管理層將專注於二零一九年下半年完成汕尾全新第五代TFT-LCD生產線之試產期並進行

量產。該生產線將有助加快本集團非智能手機相關產品開發及支持非智能手機相關產品業務增

長。

於本期間，本集團主要聯營公司信利（惠州）智能顯示有限公司（「信利惠州」）於二零一六年底開

始量產以來，本集團一直分佔其虧損。然而，與去年同期相比，分佔聯營公司虧損於本期間大

幅減少至約1.461億港元（二零一八年上半年：2.294億港元）。信利惠州因自二零一八年第四

季度起就其AMOLED屏幕生產採取恰當生產策略及銷售策略以致取得理想業績。因此，管理層

預期，本集團分佔聯營公司虧損將於二零一九年下半年不斷減少。

建議分拆進展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國證監會發行審核委員會已審核信利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信利

光電」）所遞交A股上市申請，惟未有批准該申請。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九

日刊發之公告。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根據上市規則刊發進一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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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重大投資及收購事項
有關汕尾第五代TFT-LCD生產線之最新進展
於本期間，試產程序一直持續。管理層預計試產期將於二零一九年底或二零二零年初完成並步

入量產期。

有關投資樂視致新電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之訴訟
於二零一七年二月，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信利電子有限公司（「信利電子」）訂立投資協議，

據此，信利電子有條件同意按代價人民幣720,000,000元收購樂視致新電子科技（天津）有限公

司（「樂視致新」）合共2.3438%股權。首期代價人民幣2.40億元已於二零一七年三月支付。其

後，由於本公司管理層認為樂視致新及╱或樂視控股（北京）有限公司（「樂視控股」）違反有關投

資協議條件，故信利電子暫停支付餘下多期代價人民幣4.80億元，並於二零一七年七月終止上

述投資協議。於二零一七年八月，信利電子（作為原告人）向樂視致新及樂視控股（作為被告）提

出民事起訴，尋求糾正樂視致新及樂視控股之違約情況及退還信利電子支付之首期代價人民幣

2.40億元。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及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三

日之公告以及本公司之二零一八年年報。

上述案件於法院的首次聆訊於二零一八年六月四日在北京完成。其後本集團獲本集團之中國律

師通知，於二零一八年八月接獲相關法院發出的裁定書，當中法院裁定駁回本集團有關投資協

議糾紛之民事起訴。與本集團之中國律師討論後，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向北京相

關法院提出上訴。北京相關法院已判決有關上訴得直，本案件已於二零一九年六月發還原審法

院審理。目前，管理層正等待法院判決。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根據上市規則刊發進一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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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有關投資於信利（仁壽）高端顯示科技有限公司（「信利仁壽」）之最新進展
根據相關協議，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向信利仁壽現金注資人民幣5.00億元。信利仁壽自二零

一七年底起一直於仁壽縣興建第五代TFT-LCD廠房。管理層估計，廠房之建築工程及機器安裝

將於二零一九年底或二零二零年初完成。

由於本集團對信利仁壽具重大影響力，於信利仁壽之投資被視為於聯營公司之投資。因此，信

利仁壽之業績及資產與負債會採用權益會計法計入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

有關成立AMOLED合資公司之主要交易之最新進展
於二零一七年七月十四日，於中國註冊成立之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信利電子有限公司訂立

AMOLED合資協議，內容有關於中國四川省眉山市仁壽縣成立AMOLED合資公司，作為

AMOLED項目之項目公司。AMOLED合資公司之投資總額將為人民幣279億元，第六代

AMOLED生產設施將會建成。本集團將就13.3%股權注資人民幣20億元。詳情請參閱本公司

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七月十四日之公告「主要交易成立AMOLED合資公司」。

由於需要更多時間編製及落實將載入通函內之若干資料，通函已進一步延至二零一九年十一月

二十九日或之前寄發。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八月三十日之公告「進一步延遲寄

發通函有關主要交易關於成立AMOLED合資公司」。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根據上市規則刊發進一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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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潛在違反若干銀行及其他借款協議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初，本公司估計本集團可能違反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之測試日期多份銀行

貸款協議有關借款淨額比率之財務契諾。此乃主要由於相關財務契諾自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

年（特別是二零一九年）逐步收緊。因此，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九年六月初致函貸款人要求就上述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之測試日期豁免遵守該等財務契諾（即本集團之經調整綜合借款淨額（不

包括（倘已計入）關連人士或然負債）與其綜合有形資產淨值之比率及本集團綜合借款淨額與其

綜合有形資產淨值之比率分別不超過0.5及0.75之規定），並已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前成功

取得貸款人同意。

茲提述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如未取得貸

款人之豁免，本公司已違反上述財務契諾。由於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前就該違反

財務契諾取得貸款人之豁免同意，故毋須根據相關會計準則之規定於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六月

三十日之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將非流動負債項下相關借款重新分類為流動負債。

此後，管理層將繼續尋覓其他方法改善本集團之財務比率。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本期間，本集團資產增加約96,000,000港元，負債則減少約3.91億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未償還應付債券、銀行及其他借款（經扣除受限制銀行存款、現金

及銀行結存）約為52.38億港元（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68.21億港元）。倘並無違反

銀行及其他借款協議之情況，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之借款總額約68.46億港元中，其中約

67.14億港元須於一年內償還，餘下結餘則須於兩至四年內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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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續）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淨額約為50.39億港元（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流動負債淨額約49.27億港元），其流動比率維持於0.69倍水平，與二零一八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相同。於二零一九年，管理層將繼續尋求作出更多長期貸款再融資，以及採取其他

措施改善流動負債淨額狀況。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受限制銀行存款、現金及銀行結存約為16.08億港元，及

充足之尚未運用銀行備用額。本集團營運資金主要以其營運所產生內部現金流量及金融機構授

出之銀行備用額撥付。資本負債比率按計息債務總額（經扣除受限制銀行存款、現金及銀行結

存）計算約為66%，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89%有所減少。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訂約資本承擔約為2.88億港元（於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4.19億港元），並將主要由內部儲備及銀行貸款提供資金。

或然負債
(i)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授予一間聯營公司信利（惠州）智能顯示有限公司（「信

利惠州」）之銀行借款作出公司擔保，借款上限約為34.1億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34.2億港元），而已動用銀行貸款約21.2億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4.3

億港元）仍未償還。

另外，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信利惠州其他股東按其相應擁有權權益比例就上述銀

行借款提供公司擔保約8.02億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04億港元）。本集團

以其他股東為受益人簽立反彌償保證，據此，本集團承諾向該其他股東彌償銀行借款所

產生債務之23.5%（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3.5%）。

董事於報告期末評估信利惠州之違約風險，認為有關風險並不重大，而交易對手申索任

何擔保金額之可能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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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續）
或然負債（續）
(ii)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非全資附屬公司為若干涉及就於中國侵犯申索人

專利權提出申索之法律訴訟之被告。針對該非全資附屬公司之申索合共約為人民幣1.515

億元（相當於約1.723億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有關法律訴訟仍在進行中。董事根據法律意見相信，該案件

有法律及事實理據進行抗辯，故案件將不大可能產生虧損（包括費用申索）。因此，於二

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未就此作出撥備。

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二零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信利光電與投資者訂立股權投資協

議，據此，投資者同意認購而信利光電同意發行新股份，代價為人民幣2.90億元。進行股權投

資後，信利光電將仍為本公司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由本公司多間全資附屬公司擁有其約

80.70%股權，投資者擁有約5.53%股權，本公司及信利光電之董事或彼等擁有權益之公司擁

有約11.45%股權，及其他股東（為本公司之獨立第三方）擁有約2.32%股權。詳情請參閱本公

司於二零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刊發之公告。

除上述者外，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概無重大收購或重大出售附屬公司

及聯營公司。

一般事項
現時約有16,000名工人及僱員受聘於本集團之汕尾工廠，以及約有100名員工受聘於本集團香

港辦事處。

本公司將考慮對沖匯率波動風險（如有）。薪酬政策符合現行法例、市況以及個人及公司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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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第二次中期股息（二零一八年：無），亦

無宣派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第一次中期股息，中期股息總額為每股零元（二

零一八年：無）。

董事之股份及相關股份權益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根據本公司遵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所保存之登記冊所記錄，

或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資料，

董事及彼等之聯繫人擁有之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及相關股份權益如下：

好倉
(a) 本公司每股面值0.02港元之普通股

董事姓名 身份

所持之已發行

普通股數目

佔本公司之

已發行股本

百分比
    

林偉華 實益擁有人 1,441,852,000 43.84

由配偶持有（附註1） 74,844,000 2.28
   

1,516,696,000 46.11

黃邦俊 由配偶持有（附註2） 1,650,000 0.05

宋貝貝 實益擁有人 822,000 0.03

戴成雲 實益擁有人 202,000 0.01

張榮祥 實益擁有人 566,000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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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續）

董事之股份及相關股份權益（續）
好倉（續）
(b) 本公司相聯法團之註冊資本

信利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信利光電」）（附註3）

董事姓名 身份 提供註冊資本

佔信利光電之

繳足註冊資本

百分比

（人民幣） %
    

林偉華 實益擁有人 647,360 0.1904

黃邦俊 實益擁有人 2,590,120 0.7618

馬煒堂 實益擁有人 396,100 0.1165

張榮祥 實益擁有人 324,020 0.0953
    

附註：

1. 林偉華被視為擁有74,844,000股由其配偶鍾琼綺實益持有之本公司普通股權益。

2. 黃邦俊被視為擁有1,650,000股由其配偶黎清梅實益持有之本公司普通股權益。

3. 信利光電股份有限公司（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之公司）為本公司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各董事或彼等之聯繫人概無擁有本公司或其任何

相聯法團之任何股份及相關股份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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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續）

購股權計劃
於回顧期間內，本公司概無採納任何購股權計劃。

購買股份或債券之安排
除上文「董事之股份及相關股份權益」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概無參與

任何安排，致使本公司之董事可透過收購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而獲得利益。

主要股東
除上文所披露有關林偉華擁有之權益外，根據本公司遵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所保存之主

要股東登記冊所顯示，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未獲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之任何

其他有關權益或淡倉。

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

任何上市證券。

標準守則
根據本公司董事所知悉，並無資料合理顯示本公司於回顧期間未有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巿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遵照企業管治守則（「守則」）之守則條文成立審核委員會，以便審閱及監督本集團財務

申報事宜、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審核委員會由全體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鍾錦光先生（委員會

主席）、葉祖亭先生及香啟誠先生組成。彼等每年最少召開四次會議。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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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續）

企業管治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內之「企業管治守

則」所載之所有適用守則條文，惟以下重大偏差除外：

— 守則條文第A.2.1條
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位並未分開，由同一人（林偉華先生）出任。董事會將定期舉行會議，

以考慮影響本公司運作之重大事宜。董事會認為此架構將不會導致董事會與本公司管理

層之間之權力及授權失衡，並相信此架構將使本集團能快速及有效制定及推行決策。

— 守則條文第E.1.2條
主席因突發重要商業會議而未有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五月三十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

會。

刊發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二零一九年中期業績公告及二零一九年中期報告於「披露易」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

司網站www.truly.com.hk刊登。

承董事會命

信利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

林偉華

香港，二零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林偉華先生、黃邦俊先生、馬煒堂先生、宋貝貝先生、戴

成雲先生及張榮祥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鍾錦光先生、葉祖亭先生及香啟誠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