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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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
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O-NET TECHNOLOGIES (GROUP) LIMITED

8 7 7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業績

業績

昂納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初步綜合
年度業績。該等業績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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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除另有指明者外，所有金額均以千港元列示）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2,035,085 1,598,319
銷售成本 5 (1,308,612) (1,028,634)  

毛利 726,473 569,685
其他收益 — 淨額 4 30,420 21,248
銷售及市場推廣費用 5 (76,152) (63,408)
研發費用 5 (230,820) (187,812)
行政費用 5 (177,126) (177,501)  

經營溢利 272,795 162,212  

財務收益 2,113 9,160
財務費用 (25,963) (15,556)  

財務費用 — 淨額 (23,850) (6,396)
採用權益法入賬的應佔投資虧損 (3) (1,450)  

所得稅前溢利 248,942 154,366
所得稅費用 6 (43,110) (25,561)  

年度溢利 205,832 128,805  

應佔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208,867 130,603
非控制權益 (3,035) (1,798)  

205,832 128,805  

本公司權益擁有人應佔溢利的每股盈利
（每股港元）
基本 7 0.28 0.18  

攤薄 7 0.27 0.18  

股息 8 – –  



– 3 –

綜合全面收入報表
（除另有指明者外，所有金額均以千港元列示）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度溢利 205,832 128,805  

其他全面收入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於出售採用權益法入賬的投資時轉撥儲備至
收益表 – 86

於出售一間附屬公司時轉撥儲備至收益表 (2) –

外幣折算差額 104,164 (73,887)  

年度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104,162 (73,801)  

年度全面收入總額 309,994 55,004  

應佔：
— 本公司擁有人 312,721 56,015
— 非控制權益 (2,727) (1,011)  

年度全面收入總額 309,994 55,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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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除另有指明者外，所有金額均以千港元列示）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土地使用權 24,865 23,826
不動產、工廠及設備 916,020 701,835
無形資產 82,648 88,104
採用權益法入賬的投資 2,497 –
遞延所得稅資產 2,050 12,405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2,272 15,290
衍生金融工具 97 97
其他非流動應收款 9 73,213 26,139
其他非流動資產 209,247 131,744  

1,322,909 999,440  

流動資產
存貨 377,471 269,779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9 975,048 647,234
其他流動資產 1,552 18,077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18,816 18,394
已質押銀行存款 84,851 354,369
初步期限超過三個月的定期存款 2,492 10,02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20,749 169,312  

1,780,979 1,487,191  

總資產 3,103,888 2,486,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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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權益
本公司權益擁有人應佔股本及儲備
股本 7,985 7,414
股份溢價 1,100,025 825,501
庫存股份 (74,927) (74,927)
其他儲備 120,442 (6,133)
保留盈利 877,986 669,119  

2,031,511 1,420,974  

非控制權益 1,584 7,729

總權益 2,033,095 1,428,703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借款 – 29,082
遞延稅項負債 2,498 3,186
遞延政府補貼 15,107 30,484  

17,605 62,752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10 366,769 290,111
當期所得稅負債 32,752 20,767
借款 653,667 684,298  

1,053,188 995,176  

總負債 1,070,793 1,057,928  

總權益及負債 3,103,888 2,486,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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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一般資料

昂納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為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22章（一九六一年第3條法例
經綜合及修訂）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
司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並自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九日起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主板上市（「首次公開發售」）。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主要從事設計、製造及銷售用於高速電訊及數據通訊的光
網絡子元器件、元器件、模塊和子系統。於二零一七年，本集團成立了一家新的附屬公司。

除另有指明者外，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該等綜合財務報表已於二零一八
年三月二十日由董事會批准刊發。

2.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編製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主要會計政策載於下文。除另有說明者外，該等政策於所
有呈報年度貫徹應用。

2.1 編製基準

本公司的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所有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
港公司條例（第622章）的規定編製。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並按可供出
售金融資產及以公允價值計量且計入損益的金融負債（包括衍生工具）的重估值（按公
允價值呈列）作出修訂。

編製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綜合財務報表需要使用若干關鍵會計估計，並要求管理
層在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時作出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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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會計政策及披露資料變動

(a) 本集團採納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開始的年度報告期間首次應用以下準則及
修訂本：

• 就未變現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及

• 披露計劃 —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修訂本）。

採納該等修訂本對本期間或任何先前期間皆無任何影響。

(b) 尚未採納的新訂準則及詮釋

若干新訂會計準則及詮釋經已頒佈，但有關準則及詮釋於二零一七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報告期間並未強制生效，且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本集團就該
等新訂準則及詮釋的影響而作出的評估載列如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變動的性質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闡述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分類、計量及終止確
認，引入對沖會計新規則及金融資產的新減值模式。

影響

本集團已審閱其金融資產與負債，並預期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採納新訂
準則將產生下列影響：

本集團持有的金融資產包括：

• 目前歸類為可供出售且可選擇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股本
工具；及

• 目前以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計量且將繼續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以相同基準計量的股本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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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集團預期新指引不會對該等金融資產的分類及計量構成影響。然
而，在出售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金融資產而變現的收益或虧損
將不再於出售時轉撥至損益，而是將線下項目自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
收入儲備重新分類至保留盈利。

由於新規定僅影響指定按公允價值計量且計入損益的金融負債，而本集團
並無任何該等負債，因此，本集團金融負債的會計處理將不受影響。終止確
認的規則轉自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且並無變動。

新減值模式要求以預期信貸虧損，而非如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的規定般僅
以已產生信貸虧損確認減值撥備。該規定適用於按攤銷成本分類的金融資
產、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債務工具、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
「來自客戶的合約收入」下的合約資產、應收租賃款、貸款承擔及若干財務
擔保合約。根據迄今已進行的評估，本集團預期應收賬款的虧損撥備不會
出現大幅增加或減少。

新準則亦引入延伸的披露要求及呈列方式變動。該等變動預期將變更本集
團金融工具的披露性質及程度，尤其是於採納新準則的年度。

本集團採納的日期

必須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財政年度應用。本集團將自二零
一八年一月一日起追溯應用新規則以及該準則項下所允許的可行權宜處
理。二零一七年的比較資料將不予重列。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來自客戶的合約收入」

變動的性質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了有關收入確認的新訂準則。此將取代香港會計準則
第18號（涵蓋貨品及服務合約）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11號（涵蓋建築合約及相
關說明文件）。

新訂準則乃基於「當貨品或服務控制權轉移至客戶時確認收入」的原則。

該準則允許在採納方面採用全面追溯法或修改追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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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管理層已評估應用新訂準則對本集團財務報表的影響，並已識別出下列受
影響範圍：

鍍膜業務收入可能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按照投入計量法於一段時
間內確認，而非於某個時點確認，如果本集團擁有可強制執行權利，可要
求客戶就迄今已完成的工作支付款項。

已運往客戶中心的產品的會計處理 —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位於
客戶中心且目前確認為存貨的若干產品或需確認為收入。

於此階段，本集團已著手評估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以及現有準則的詮釋
所產生的影響，並預期不會對其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本集團採納的日期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財政年度強制生效。本集團擬使用修
改追溯法採納準則，這意味著採納準則的累積影響將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一
月一日的保留盈利內確認，且將不會重列比較資料。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

變動的性質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於二零一六年一月頒佈，由於取消區分經營租賃
及融資租賃，故將導致絕大部分租賃於資產負債表確認。根據新訂準則，
須確認資產（使用租賃項目的權利）及支付租金之金融負債。唯一的例外情
況是短期租賃及低價值租賃。

有關出租人的會計處理方法將不會出現重大變動。

影響

該準則將主要影響本集團經營租賃的會計處理。於報告日期，本集團的不
可撤銷經營租賃承擔為21,978,000港元。本集團估計當中約13%涉及短期租
賃及低價值租賃的付款，其將按直線法在損益中確認為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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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本集團尚未評估還需作出那些其他調整（如有），例如：由於租賃期
的釋義變動以及可變租賃付款與續租及終止選擇權的不同處理。因此，尚
未能估計於採納新訂準則時必須確認的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金額以及其
或會如何影響本集團的損益與未來現金流量分類。

本集團採納的日期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財政年度強制生效。於此階段，本集
團不擬於生效日期前採納該準則。本集團擬應用簡化過渡法且不會重列首
次採納前年度的比較數字。

概無尚未生效且預計對實體於目前或未來報告期間及對可見未來交易造成
重大影響的其他準則。

3. 分部資料

主要經營決策者（「主要經營決策者」）被確定為本公司的高級行政管理層。主要經營決策者
審閱本集團的內部報告，以評估表現及分配資源。

由於本集團持續多元化其產品種類，高級行政管理團隊審閱及評估各種個別產品或某一特
定類別產品的表現。彼等根據各客戶帶來的總收入評估表現及分配資源。毛利╱純利及成本
乃於實體層面共同管理而非於個別產品或客戶層面管理。主要經營決策者認為本集團僅有
一個主要經營分部，故並無披露分部資料。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所有報告收入均來自向外部客戶作出的貨品銷售
（二零一六年：相同）。

(a) 來自中國、歐洲、北美以及除中國外的其他亞洲國家（以付運目的地釐定）的外部客戶
的收入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 965,032 742,025

歐洲 429,135 433,801

北美 326,299 242,614

除中國外的其他亞洲國家 314,619 179,879  

2,035,085 1,598,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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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於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除金融工具及遞延稅項資產外的
非流動資產總值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 940,068 732,863

香港 204,426 116,384

北美 90,783 96,262  

1,235,277 945,509  

(c) 約229,692,000港元（二零一六年：231,450,000港元）的收入及約95,144,000港元（二零一六
年：68,938,000港元）的應收賬款乃來自一名（二零一六年：一名）外部客戶，佔本集團收
入總額及總應收賬款超過10%。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504,752,000港元（二零一六年：437,897,000

港元）的收入乃來自三名客戶，佔本集團收入總額的25%（二零一六年：27%）。

倘該三名客戶終止與本集團之業務關係，而本集團無法另覓新客戶，則可能會對本集
團之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4. 其他收益 — 淨額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政府補貼 (a) 48,753 13,274

租金收入 1,604 1,531

銷售廢料或剩餘原材料的收益 7,201 2,440

出售不動產、工廠及設備的虧損 — 淨額 (466) (595)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的虧損 (59) –

衍生金融工具公允價值收益 422

出售股權投資的認購期權的虧損 – (1,225)

出售採用權益法入賬的投資的收益 – 4,205

匯兌虧損淨額 (28,607) –

其他 1,572 1,618  

30,420 21,248  

(a) 政府補貼包括遞延政府補貼之攤銷17,739,000港元（二零一六年：2,905,000港元），餘額
主要來自已收廣東省科學技術廳的現金，其已於收款後在年內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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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性質分類的費用

計入銷售成本、銷售及市場推廣費用、研發費用及行政費用的費用分析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員工成本 — 不包括授予董事及僱員的購股權 501,595 414,687
授予董事及僱員的購股權及股份獎勵 22,721 17,082
耗用原材料 1,057,384 814,376
產成品及在產品存貨變動 (41,284) (8,241)
折舊 69,156 56,121
攤銷 13,835 5,539
應收賬款減值（撥回）╱撥備（附註9(b)） (248) 49
存貨撇減（撥回）╱撥備 (323) 11,796
開發開支減值虧損 – 4,378
銷售佣金 20,559 17,486
水電費 50,382 36,701
經營租賃租金 12,499 5,078
運費 16,259 12,020
核數師酬金 3,003 2,609
專業及顧問費用 17,129 19,221
差旅費 8,111 6,704
廣告費用 1,294 1,813
其他徵稅 17,119 11,991
其他 23,519 27,945  

1,792,710 1,457,355  

6. 所得稅費用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當期所得稅
— 美國利得稅 (c) 389 3,066
— 加拿大利得稅 (d) 2,488 918
— 中國企業所得稅 (e) 30,176 22,436  

當期所得稅總計 33,053 26,420
遞延所得稅 10,057 (859)  

所得稅費用 43,110 25,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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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本公司及O-Net BVI毋須於各自所在司法權區繳納利得稅。

(b) 香港溢利的適用稅率為16.5%。

(c) O-Net USA適用的聯邦所得稅率為34%；適用的加利福尼亞州企業所得稅稅率為8.84%。

(d) ITF及ArtIC的適用稅率分別為26.9%及26.5%。

(e) 昂納深圳已向中國有關機構申請並成功獲授中國高新技術企業資格，故於二零一七年
至二零一九年三年期間有權享有15%的優惠企業所得稅稅率。昂納自動化深圳的適用
稅率為25%。

本集團所得稅前溢利的稅額與採用組成本集團各實體適用的法定稅率計算所得理論金額的
差異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所得稅前溢利 248,942 154,366

按組成本集團各實體所適用法定稅率計算所得的稅額 49,867 35,757

下列各項的稅務影響：
合資格額外扣稅的研發成本 (15,846) (11,238)

動用過往未確認稅務虧損 – (1,408)

確認過往年度未確認的遞延稅項資產 – (3,223)

並無確認遞延所得稅資產的稅務虧損 3,339 1,572

毋須繳稅收入 – (860)

不可扣稅費用
— 購股權開支 3,786 3,632
— 其他 1,964 1,329  

所得稅費用 43,110 25,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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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a)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每股盈利」）以期內本公司權益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已發行普通股的加
權平均數計算。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本公司權益擁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208,867 130,603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千股） 751,323 711,010  

每股基本盈利（每股港元） 0.28 0.18  

(b) 攤薄

每股攤薄盈利透過假設轉換來自本公司授出的購股權的所有潛在攤薄性普通股以調
整發行在外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而計算（共同構成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分母）。

就購股權而言，根據尚未行使購股權附帶的認購權貨幣價值總額釐定可按公允價值收
購的股份數目（公允價值按本公司股份平均年度市價釐定）。以上述方式計算的股份數
目與假設行使購股權將發行的股份數目比較。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本公司權益擁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208,867 130,603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千股） 751,323 711,010

購股權及股份獎勵調整（千股） 32,500 25,674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783,823 736,684  

攤薄每股盈利（每股港元） 0.27 0.18  

8. 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任何末期股息（二零一六年：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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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a) 708,062 461,778

減：應收款減值撥備 (b) (752) (1,106)  

應收賬款 — 淨額 707,310 460,672

應收關連方款項 (a) 379 393

應收票據 (c) 193,062 148,873

預付款項 30,425 12,062

應收利息 940 1,675

其他應收款 (d) 116,145 49,698  

1,048,261 673,373

減非流動部分：其他應收款 (d) (73,213) (26,139)  

流動部分 975,048 647,234  

於報告日期的最高信貸風險為上述各類別應收款的賬面值。除其他應收款的非流動部分外，
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抵押品作為抵押。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的公允價值與其賬面值相若
（二零一六年：相同）。

本集團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的賬面值以下列貨幣計值：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人民幣 616,755 367,582

美元 405,650 291,801

歐羅 17,040 –

加拿大元 6,209 6,157

港元 467 7,578

其他 2,140 255  

1,048,261 673,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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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應收賬款（包括應收關連方的應收賬款）

一般授予客戶的信貸期為30至150天。根據發票日期計算應收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0天以內 267,158 194,624

31至60天 192,290 139,292

61至90天 165,609 82,839

91至180天 60,589 38,240

181至365天 21,554 5,225

365天以上 1,241 1,653  

708,441 461,873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94,242,000港元（二零一六年：105,627,000港元）的應收
賬款已逾期但並未減值。其與若干具有良好聲譽及與本集團保持良好交易記錄及還款
記錄的獨立客戶有關。根據過往經驗，管理層相信毋須就該等結餘計提減值撥備，原
因為彼等的信貸質量並無重大變化，且該等結餘被視為可悉數收回。

該等已逾期應收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逾期1至90天 179,591 94,119

逾期91至180天 8,188 5,928

逾期181至365天 6,001 4,038

逾期365天以上 462 1,542  

194,242 105,627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52,000港元（二零一六年：1,106,000港元）的應收賬款
出現減值。所有該等結餘已悉數作出減值虧損撥備。根據發票日期計算該等應收賬款
的賬齡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逾期365天以上 752 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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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應收賬款減值撥備變動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月一日 1,106 1,639

減值（撥回）╱撥備 (248) 49

撇銷 (174) (486)

折算差額 68 (96)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752 1,106  

(c) 應收票據的到期日為30至365天。應收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0天以內 12,874 21,269

31至90天 98,042 42,620

91至180天 78,625 79,206

181至365天 3,521 5,778  

193,062 148,873  

其他類別的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並不包含已減值資產。

(d) 其他非流動應收款

其他應收款包括根據本公司附屬公司昂納深圳與本集團第三方供應商 Integrated 

Photonics, Inc.（「IPI」）於二零一四年簽訂的一項協議下 IPI的應付結餘28,005,000港元（二
零一六年：26,139,000港元）。根據協議，昂納深圳將確保 IPI自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九
年穩定供應貨品。相應地，昂納深圳已支付3,434,000美元（相等於29,640,000港元）購買
2,600盎司鉑金（「鉑金」）並向 IPI交付鉑金以作產能擴充之目的。IPI須於年期內一直為
鉑金投保，防止損失及毀壞，直至 IPI於五年後向昂納深圳償付鉑金成本的全部款項為
止。IPI向昂納深圳授出鉑金抵押權益的第一優先留置權，作為有關應收款的擔保。

餘額45,208,000港元（二零一六年：無）為提供予3SP Technologies S.A.S.（「3SP」）的貸款。
本集團已同意收購3SP全部已發行股份，而於完成後，上述貸款將成為股東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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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賬款 (a) 234,920 198,110

應付票據 (c) 16,971 –

應計費用 27,996 24,650

應付工資 51,736 44,315

其他應付款 12,925 15,592

客戶預付款 9,051 3,663

其他應付稅項 13,170 3,781  

366,769 290,111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由於期限短，故本集團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的公允價值
與其賬面值相若（二零一六年：相同）。

(a) 根據發票日期計算應付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0天以內 96,548 117,992

31至60天 68,581 42,657

61至180天 55,537 29,035

181至365天 7,607 2,734

365天以上 6,647 5,692  

234,920 19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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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集團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的賬面值以下列貨幣計值：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人民幣 214,547 189,058

美元 134,646 83,525

加拿大元 13,646 10,304

港元 2,462 7,133

其他 1,468 91  

366,769 290,111  

(c) 應付票據的到期日為181至365天。應付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0天以內 477 –

31至90天 3,499 –

91至180天 12,995 –  

16,9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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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當本集團進一步擴大其最初作為無源光網絡產品供應商，亦繼續鞏固其作為高科
技產品及解決方案供應商的領導地位。除推出用於滿足數據中心內聯及互聯需求
的高速光收發器外，本集團亦通過收購3SP Technologies* （「3SP」，一家專業生產磷
化銦（「磷化銦」）及砷化鎵（「砷化鎵」）激光芯片的企業），從事設計及製造供泵浦激
光器、高速光纖收發器及光雷達（「LiDAR」）使用的激光芯片的業務；及通過收購
ITF Technologies Inc.（「ITF」）從事設計及製造用於電訊市場的高度可靠光元器件及
模塊以及用於工業激光器和LiDAR市場的大功率產品業務等，使本集團在上述及
其他快速增長的新興領域取得重大進展。

管理層在二零一二年推出的「多元發展，再創高峰」業務策略，推動了本集團多項
新業務的增長。這一策略取得以下成果：(i)向電子香煙業引進自動化解決方案；
(ii)推出機器視覺系統及傳感器；及 (iii)由 ITF提供先進的工業激光產品。所有該等
產品及解決方案在過去一年中表現卓越，為進一步滲入更廣闊的工業 4.0應用領
域奠定基礎。此外，通過利用昂納、3SP及 ITF的尖端技術平台，本集團涉足先進
駕駛輔助系統（「ADAS」）及智能電話市場，並於去年取得卓越成績，繼而在潛力龐
大的電子消費產品市場所帶動下，推動長期增長。

除本集團的傳統核心業務電訊應用光網絡市場外，本集團亦繼續集中發展其他市
場，包括：(i)雲端數據中心基礎設施；(ii)眾多自動化相關市場，以把握工業4.0及
機器人的機會；(iii)多千瓦光纖激光器行業；(iv)供新興ADAS應用的LiDAR；及 (v)

用於電子消費產品的鍍膜解決方案。根據其戰略方向，以及進一步將自己定位為
全球技術行業領導者的總體目標，本集團將繼續尋求收購機會，以實現核心業務
與新業務的協同效應以及加促其增長。

* 截至本公佈刊發日期，3SP之收購事項仍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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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與業務回顧

除了電訊市場的需求疲弱外，前景不明亦可能令經濟增長蒙上陰霾。儘管如此，
本集團憑藉業務轉型、多元發展策略以及強大的研發能力，得以加快業務增長及
取得卓越的表現。

光網絡業務

於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本集團的光元器件業務已充分把握電訊及數據通訊行業
所帶來的機會，取得收入1,601,000,000港元，同比增長14.7%。遠超過全球光學市
場因電訊市場萎縮而預期萎縮4%的步伐。

電訊業務

於二零一七年，全球供電訊應用的光元器件市場出現萎縮，主要原因在於去庫存。
然而，在市場份額持續提升的帶動下，電訊業務錄得溫和的同比增長8.8%，並取
得1,159,600,000港元收入，仍然為主要收入貢獻者，並佔本集團最近一個財政年度
此業務收入的72.4%及總收入的57.0%。

數據通訊業務

另外，數據通訊增長亦受到全球互聯網營運商因對更高速雲端服務的需求而將其
數據中心由 40GbE升級至 100GbE所推動。因此，數據通訊市場預期會於二零一六
年至二零二二年實現9%的年複合增長率（「年複合增長率」），到二零二二年年底價
值將達52億美元。

本集團的數據通訊業務佔光網絡業務收入的27.6%（即441,400,000港元），佔本集團
總收入的21.7%，其在收入增長方面亦超過電訊業務。於二零一六年財政年度，數
據通訊業務產生的收入為330,000,000港元，因此此業務在十二個月內實現了極佳
的同比增長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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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應用業務

本集團的先進技術平台使其能夠為來自不同行業的客戶提供產品和服務，包括下
列業務：(i)機器視覺業務；(ii)電子香煙之自動化解決方案業務；(iii)工業激光業
務；及 (iv)LiDAR業務。

機器視覺業務

中國政府於二零一五年推出「中國製造2025」倡議，以邁入工業4.0，為中國的自動
化及傳感板塊帶來了巨大的機遇。預計實現顯著銷售增長的產品包括機器視覺系
統，於二零一五年帶來的全球銷售為540,000,000美元，預計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二
零年的年複合增長率將達到18%。

於二零一五年財政年度，本集團推出首個機器視覺系統，並繼續投資及擴大產品
組合以滿足強勁的需求。因此，此產品的銷售實現了驚人的同比增長 101.9%，在
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為工業應用業務帶來了32,300,000港元收入，再次肯定其增
長引擎地位。

電子香煙之自動化解決方案業務

透過供發熱絲和全自動電子煙油注入及安裝機，本集團成為電子香煙業的主要供
應商之一。本集團繼續為電子香煙製造業提供多種自動化解決方案。憑藉強勁需
求及本集團與中國數家主要電子香煙製造商的長期關係，其電子香煙業務錄得強
勁的同比增長35.6%，年內取得收入為63,600,000港元。

工業激光業務

於二零一七年，全球工業激光市場錄得增長26%至43億美元，其中工業光纖激光
器獨佔鰲頭，增長34%至20億美元。自二零一五年起，本集團通過收購 ITF，成功
進軍工業激光行業。ITF為高度可靠光纖組件（如用於光纖激光器系統的光纖光柵
(FBG)及大功率稠合組件及模塊）的領先供應商，自二零零六年起，ITF一直從事
應用於涵蓋不同功率及波長譜的工業激光產品的多種應用，包括宏觀╱微觀材料
加工、激光刻印及焊接。憑藉 ITF的創新技術以及收購所得的協同效應，本集團於
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取得收入為123,500,000港元，增長67.3%，大幅超越市場的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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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ITF擴展其產品應用至多千瓦產品，包括通過提供一流的2千瓦激
光引擎及6千瓦激光合束器以及每個能處理3千瓦功率的分立光元器件。因此，於
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本集團的工業激光業務錄得123,500,000港元收入，銷售較
去年增長 67.3%，超越光纖激光器市場於二零一七年的整體增長率34%。

LiDAR業務

ADAS被認為是影響汽車演變的最重要技術之一，而用於無人駕駛汽車的LiDAR

則是ADAS用以製作高解像度圖像或地圖的重要技術之一。據估計，到二零二二
年，LiDAR市場的價值預計將達 52億美元達致 25%的年複合增長率。此顯著增長
將受到預計十年內道路上自動駕駛及高度自動駕駛汽車的增加所推動。為充分把
握該增長，本集團已建立一條LiDAR激光光源模塊裝配生產線，而LiDAR激光光
源模塊的光元器件亦已獲全球技術巨頭認證，於二零一六年下半年開始出貨並產
生收入。此外，本集團正尋求與其他LiDAR廠家進行合作，爭取更多客戶。透過上
述的努力，進一步提高本集團在此新興業務領域的地位。此業務於年內取得收入
為15,400,000港元，較去年扳升541.7%。

電子消費產品業務

根據市場數據，預期智能手機出貨量將由二零一六年的14.7億增至二零二一年的
17億。此外，中國三大智能手機製造商於二零一七年智能手機國內及全球出貨量
分別增長15.3%及22.3%。這突出了智能手機市場的巨大增長潛力，特別是本集團消
費電子業務的主要客戶中國智能手機製造商。本集團的尖端鍍膜技術，為手機機
殼提供多種鍍膜解決方案，並受惠於智能手機市場的強勁需求，收入大幅增長，
從二零一六年財政年度的63,400,000港元上升到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的199,300,000

港元，錄得巨大同比增長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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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入

於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本集團錄得收入2,035,100,000港元，較二零一六年財政年
度的1,598,300,000港元增加436,800,000港元或27.3%。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收入增
加主要由於所有業務，特別是本集團「多元發展，再創高峰」業務策略帶來的新業
務的收入增加所致。

光網絡業務

於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光網絡業務錄得收入1,601,000,000港元，較二零一六年財
政年度的1,395,800,000港元增加14.7%，增加主要由於市場（特別是數據通訊業務）
對光網絡產品的需求不斷增長。

於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來自光網絡業務下的電訊業務的收入為 1,159,600,000

港元，較二零一六年財政年度的 1,065,800,000港元上升 8.8%，佔光網絡總收入的
72.4%。有關增幅乃由於下列各項的綜合影響：(i)無源光網絡產品於電訊市場的銷
售淨額增加；及 (ii)向電訊市場銷售100GbE有源光網絡產品所產生的新收入來源。

於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來自光網絡業務下的數據通訊業務的收入為441,400,000

港元，較二零一六年財政年度的330,000,000港元上升33.8%，佔光網絡總收入的
27.6%，出現上述增幅乃由於下列各項的淨影響：(i)來自數據通訊市場的無源光
網絡產品銷售額增加；(ii)供數據通訊市場使用的新100GbE有源光網絡產品自二
零一七年下半年開始批量出貨；及 (iii)來自數據通訊市場的40GbE有源光網絡產品
銷售額減少。

於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海外市場的光網絡業務錄得收入985,600,000港元，較二
零一六年財政年度的806,800,000港元上升22.2%，佔光網絡總收入的61.6%，錄得
上述增幅乃由於下列各項的淨影響：(i)於電訊及數據通訊市場獲得來自海外客戶
更大的市場份額；(ii)向電訊市場銷售100GbE有源光網絡產品所產生的新收入來
源；及 (iii)來自數據通訊市場的40GbE有源光網絡產品銷售額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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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本集團光網絡業務來自國內市場的收入為615,400,000港
元，較二零一六年財政年度的589,000,000港元上升4.5%，佔光網絡總收入的38.4%。

工業應用業務

於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工業應用業務錄得收入234,800,000港元，較二零一六年
財政年度的139,100,000港元上升68.8%，乃由於所有工業應用業務的收入皆大幅增
長所致。

機器視覺業務

於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錄得收入32,300,000港元，較二零一六年財政年度的
16,000,000港元上升101.9%。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收入增加主要由於在中國設立新
的銷售辦事處加強銷售力度所致。

電子香煙的自動化解決方案業務

於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錄得收入63,600,000港元，較二零一六年財政年度的
46,900,000港元上升 35.6%。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收入增加主要由於中國幾家主要
電子煙製造商對發熱絲的需求增加所致。

工業激光器業務

本集團的工業激光業務完全來自 ITF供應工業激光應用（例如：光纖激光器）適用
的光元器件。於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工業激光業務錄得收入 123,500,000港元，
較二零一六年財政年度的73,800,000港元上升67.3%。收入增加主要由於海外及中
國客戶對FBG的需求日益增加所致。

LiDAR業務

於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錄得收入15,400,000港元，而二零一六年財政年度則為
2,400,000港元，主要由於：(i)來自現有客戶的收入增加；及 (ii)來自一名新客戶的
收入，涉及提供供ADAS應用的LiDAR光元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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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消費產品業務

於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錄得收入199,300,000港元，較二零一六年財政年度的
63,400,000港元上升214.4%。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收入增加主要由於中國智能手機
製造商對金屬框架以及金屬、玻璃及陶瓷機殼的鍍膜需求不斷上升所致。

毛利及毛利率

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的毛利為726,500,000港元，較二零一六年財政年度的毛利
569,700,000港元增加156,800,000港元或27.5%。毛利增加主要由於本集團所有業務
的收入皆告增加所致。

毛利佔總收入的比例，或毛利率由二零一六年財政年度的 35.6%，上升至二零一
七年財政年度的35.7%。毛利率上升乃由於下列各項的淨影響：(i)光網絡業務的毛
利率由二零一六年財政年度的33.1%下跌至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的32.9%；(ii)高利
潤新業務（工業應用及電子消費產品）的收入貢獻由二零一六年財政年度的 12.7%

上升至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的21.3%，同時這些業務的毛利率超逾40%（高於光網
絡業務的毛利率）。

其他收益

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的其他收益增加 9,200,000港元，由二零一六年財政年度的
21,200,000港元增至30,400,000港元，主要由於下列各項的淨影響：(i)政府補貼增加
35,500,000港元，由二零一六年財政年度的 13,300,000港元增至二零一七年財政年
度的48,800,000港元；及 (ii)於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美元疲弱（就本集團內採用人民
幣作為功能貨幣的實體）對以美元計價的銷售交易及結餘構成影響，導致匯兌虧
損增加28,600,000港元。

銷售及市場推廣費用

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的銷售及市場推廣費用為76,200,000港元，較二零一六年財
政年度的63,400,000港元增加12,800,000港元或20.2%。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銷售及
市場推廣費用增加，主要由於：(i)薪金成本增加；(ii)攤銷開支增加；及 (iii)差旅費
增加所致。然而，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的銷售及市場推廣費用佔收入的比例下降
至3.7%，而二零一六年財政年度則為4.0%，主要由於收入增加超過整體銷售及市
場推廣費用的增加。



– 27 –

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的薪金成本為 30,600,000港元，較二零一六年財政年度的
24,500,000港元增加6,100,000港元或 24.9%。薪金成本增加主要由於下列各項的綜
合影響：(i)本集團努力為銷售團隊增聘人手，全力為工業應用業務及電子消費產
品業務發掘新的商機；及 (ii)薪金上升。

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的攤銷開支為3,500,000港元，而二零一六年財政年度並無有
關開支，乃由於在二零一六年十月十二日收購Titan Photonics, Inc.的無源光網絡產
品業務所產生的無形資產攤銷。

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的差旅費為4,600,000港元，較二零一六年財政年度的3,200,000

港元增加1,400,000港元或43.8%，差旅費隨著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的銷售額不斷增
加而同步上升。

研究及開發費用

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的研究及開發 (「研發」)費用為 230,800,000港元，較二零一六
年財政年度的187,800,000港元增加 43,000,000港元或22.9%。研發費用增加主要由
於：(i)研發工程人員的薪金成本增加；(ii)研發項目消耗的原材料增加；及 (iii)購
股權╱股份獎勵費用增加。然而，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的研發費用佔收入的比例
下降至11.3%，而二零一六年財政年度則為11.7%，主要由於收入增幅超過研發費
用增幅所致。

研發工程師的薪金成本為 112,600,000港元，較二零一六年財政年度的 94,200,000

港元增加 18,400,000港元或19.5%。薪金成本增加主要由於下列各項的綜合影響：
(i)為光網絡業務增聘研發工程人員；及 (ii)薪金增加。

於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研發項目所消耗的原材料為79,600,000港元，較二零一
六年財政年度的60,000,000港元增加19,600,000港元或32.7%。出現上述增幅主要由
於：(i)研發項目投資增加；及 (ii)為準備樣本及樣品而購買原材料的費用增加，特
別是100GbE mini ICR、10 X 10 TOSA＆ROSA及100GbE QSFP28 CWDM4產品。

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的購股權╱股份獎勵費用為10,000,000港元，較二零一六年財
政年度的6,500,000港元增加3,500,000港元。出現上述增加主要由於就二零一七年
財政年度新授出的股份獎勵的攤銷股份獎勵費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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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費用

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的行政費用為177,100,000港元，較二零一六年財政年度的
177,500,000港元下跌 0.2%。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的行政開支減少主要由於本集團
實施有效的成本控制措施所致。於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行政費用佔收入的比例
減至8.7%，而二零一六年財政年度則為11.1%。出現上述減幅主要由於收入增加所
致。

財務收益╱費用

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的財務收益為2,100,000港元，較二零一六年財政年度的
9,200,000港元減少7,100,000港元。財務收益減少主要由於下列各項的淨影響：(i)美
元疲弱（就使用人民幣作為功能貨幣的本集團實體而言）對現金及銀行結餘及銀行
借款構成的淨影響，由於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出現匯兌虧損3,100,000港元，而二
零一六年財政年度則錄得匯兌收益 5,300,000港元，導致匯兌差額增加 8,400,000港
元；及 (ii)利息收入增加1,300,000港元。

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的財務費用為 26,000,000港元，較二零一六年財政年度的
15,600,000港元增加66.7%。財務費用增加10,400,000港元主要由於利率上調所致。

應佔合營企業業績

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應佔合營企業（「合營企業」）業績為零，而二零一六年財政年
度則為1,500,000港元，乃由於在二零一六年十月出售有關合營企業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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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稅前溢利及除稅前溢利率

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錄得除稅前溢利248,900,000港元，較二零一六年財政年度的
154,400,000港元增加94,500,000港元或61.2%。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的除稅前溢利
增加主要由於本集團所有業務的收入皆告增加所致。

除稅前溢利佔總收入的比例（即除稅前溢利率）由二零一六年財政年度的9.7%上升
至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的 12.2%。除稅前溢利率上升主要由於銷售及市場推廣費
用、研發費用及行政費用佔本集團收入的比例下跌（詳見上文）所致。

所得稅費用

現時，本集團的所得稅費用主要包括中國企業所得稅（「中國企業所得稅」）、加拿
大利得稅及遞延稅項，其按相關司法權區的現行稅率計算。

中國企業所得稅乃按本集團於中國註冊成立的實體的應課稅收入計算，並已就中
國企業所得稅而言毋須課稅或不可扣稅的項目作出調整。

加拿大利得稅乃按本集團於加拿大註冊成立的實體的應課稅收入根據適用所得
稅稅率計算。

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的所得稅開支為43,100,000港元，較二零一六年財政年度的
所得稅費用25,600,000港元增加17,500,000港元或68.4%。所得稅費用增加乃由於二
零一七年財政年度的除稅前溢利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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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權益擁有人應佔溢利及淨利率

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錄得權益擁有人應佔溢利208,900,000港元，而二零一六年財
政年度則為130,600,000港元。權益擁有人應佔溢利增加主要由於本集團所有業務
的收入皆告增加所致。

權益擁有人應佔溢利佔總收入的比例（即淨利率）由二零一六年財政年度的8.2%上
升至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的10.3%。淨利率上升主要由於銷售及市場推廣費用、
研發費用及行政費用佔本集團收入（詳見上文）的比例下跌所致。

非公認會計原則財務表現

非公認會計原則溢利分析

非公認會計原則財務計量的調節

本集團相信，提供非公認會計原則財務計量有助投資者將我們的財務表現與大多
數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且亦提供非公認會計原則財務計量的可資比較公司進行
比較。一般而言，該等非公認會計原則財務計量為本集團表現及財務狀況的數字
性計量，當中扣除或計入一般不會於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
頒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計算並呈列的最直接可資比較計量
中扣除或計入的數額。非公認會計原則財務計量的調節載於隨附列表。本集團相
信，該等非公認會計原則財務計量不能取代業績，其提供評估本公司持續經營活
動現金需求的基準。該等非公認會計原則財務計量已與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
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規定的最接近可資比較計量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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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計量非公認會計原則毛利的調整
毛利 726,473 569,685

銷售成本相關的調整
存貨撇減（撥回）╱撥備 (323) 11,796  

非公認會計原則毛利 726,150 581,481  

計量非公認會計原則純利的調整*
純利* 208,867 130,603

銷售成本相關的調整
存貨撇減（撥回）╱撥備 (323) 11,796

計量經營費用的調整
授予董事及僱員的購股權及股份獎勵 22,721 17,082
無形資產攤銷 13,835 5,539

其他收益的調整 — 淨額
衍生金融工具公允價值收益 (422) –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的虧損 59 –
出售採用權益法入賬的投資的收益 – (4,205)
出售股權投資的認購期權的虧損 – 1,225  

非公認會計原則純利* 244,737 162,040  

非公認會計原則每股盈利
— 基本 0.33 0.23
— 攤薄 0.31 0.22

毛利率 35.7% 35.6%
非公認會計原則毛利率 35.7% 36.4%

淨利*率 10.3% 8.2%
非公認會計原則淨利*率 12.0% 10.1%

*  本公司權益擁有人應佔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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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的非公認會計原則純利為244,700,000港元或每股0.33港元，而
二零一六年財政年度的非公認會計原則純利則為162,000,000港元或每股0.23港元。
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的非公認會計原則業績不包括撥回存貨撇減300,000港元、授
予董事及僱員購股權及股份獎勵22,700,000港元、無形資產攤銷13,800,000港元、衍
生金融工具公允價值收益400,000港元及出售一間附屬公司的虧損60,000港元。二
零一六年財政年度的非公認會計原則業績不包括就存貨撇減作出撥備11,800,000

港元、授予董事及僱員購股權及股份獎勵 17,100,000港元、無形資產攤銷 5,500,000

港元、出售採用權益法入賬的投資的收益4,200,000港元及出售股權投資的認購期
權的虧損 1,200,000港元。

前景

展望未來，本集團有信心旗下所有業務將會取得進一步發展。在光網絡業務方
面，將推出新一代創新產品，以抓住日新月異的光元器件市場，尤其是雲端數據
中心及5G流動網絡市場湧現的商機。至於新業務，本集團預期各領域將在其核心
技術的帶動下穩步成長，成為重要的業務。本集團對機器視覺系統、光纖激光器
系統及LiDAR領域的發展情況更為樂觀，該等業務均會推動本集團進展及增長。

光網絡業務

通過創新發展，光網絡業務在過去一年成功爭取到更大的市場份額。展望未來，
本集團對這項業務將獲得更大市場份額仍抱持高度樂觀的態度，即使市場預期在
二零一六年至二零二二年只以 7%的年複合增長率增長。電訊市場預期將繼續受
惠於雙位數流量增長，這將推動包括長途網及城域網以及固網接入與移動網絡等
網絡基建發展。另一方面，引入100GbE以配合網絡數據中心及數據中心升級的需
求增加，預期將推動數據通訊市場增長。

隨著全球電訊及數據通訊市場的預期強勁增長，本集團已採取措施鞏固在兩個市
場的地位。尤其是，鑒於數據通訊業務的快速增長，本集團正向市場持續推出新
一代先進產品。而100GbE AOC及10 X 10 TOSA & ROSA產品已獲客戶認證及於二
零一七年開始出貨，同時，100GbE QSFP28 CWDM4以及10GbE SFP亦已於二零一七
年年底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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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應用業務

工業4.0以及「中國製造 2025」倡議給製造及生產行業帶來的革新會對未來數年及
之後的自動化及數碼化市場產生重大正面影響。此外，儘管中國的自動化產業在
二零二零年的預計價值將達約1,000億美元，而大量中國本地企業仍在操作過去工
業階段的設施，故商機無限。因此，本集團將透過提供自動化解決方案以及提供
機器視覺系統及光纖傳感產品，尋求取得成功。上述產品的研發自二零一三年開
始，產品於二零一五年開始推出，並不斷透過研發新系列產品加以拓展，致力抓
緊工業4.0趨勢所帶來的機會，務求進一步滲入智能、數碼及網絡製造市場。

此外，通過利用 ITF現有的技術平台及生產能力，本集團繼續開發及推出使用於
大功率光纖激光器的新解決方案。全球光纖激光器市場預計於二零一六年至二
零二二年將錄得12%的年複合增長率，至二零二二年將達31億美元。為應對此市
場，本集團將通過提供使用於光纖激光器（包括大功率光纖激光器及低功率應用）
所必要且廣泛的以光纖為基礎的元器件及系統，繼續保持其獨特地位。隨著多千
瓦光纖激光器的元器件及模塊的不斷發展及引入，本集團的定位正由材料加工市
場過渡到光纖激光器的主要推動者，以至覆蓋金屬切割、焊接以及激光刻印及積
層製造。上述光纖激光器的擴大使用繼續提供額外的增長途徑 — 應用上述激光
器於微型鑽孔及積層製造，可為本集團廣泛的分立光元器件以及中至大功率光纖
激光器系統提供額外銷路，增加收入。在此方面，本集團預計將繼續超逾市場增
長速度。

作為LiDAR的激光光源模塊的主要供應商之一，本集團看好此等產品的未來需求。
昂納與3SP及 ITF繼續開發具成本效益及高效的LiDAR解決方案所必需的關鍵光元
器件。此外，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七年九月推出第一代具成本效益的LiDAR激光光
源模塊「PANDA」。本集團致力開發價位較低的新一代LiDAR激光光源模塊，這更
符合汽車業界對ADAS更具成本效益的訴求。本集團相信，憑藉其先進的LiDAR元
器件及具成本效益的LiDAR激光光源模塊，此業務將成為可帶動其未來整體收入
增長的額外收入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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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消費產品業務

至於享有高毛利率及獲得持續增長動力的電子消費產品業務，本集團將通過研發
新的鍍膜技術及應用，尋求推動業務發展。由於智能手機生產商對用於陶瓷材料
的優質高端鍍膜技術及玻璃材料的彩色塗層鍍膜服務需求甚殷，本集團正努力開
發多層鍍膜解決方案及爭取更多新客戶，務求拓闊業務範疇及推動未來多年的增
長。

雖然本集團在所有業務中取得重大進展，離實現成為具有穩固創新技術基礎的高
科技領導者的願景更進一步，但仍認識到任務重重。因此，本集團將繼續抓住新
機遇，進一步提高產品價值，提升市場地位，維持增長，並為股東帶來可觀的回
報。

本集團的負債、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的已發行股本約為 8,000,000港元，分為
798,467,240股每股面值 0.01港元的股份，而本集團的權益總額約為2,033,100,000港
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28,7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分別為 1,781,000,000港元及1,053,200,000港元，
流動比率為 1.69倍（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5倍）。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按借款總額除以權益總額計算）為32.2%（二零一
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9.9%）。

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一日，本公司 (作為發行人 )、O-Net Holdings (BVI) Limited及
開發科技（香港）有限公司（統稱「賣方」及各自為「第一賣方」及「第二賣方」）以及富
瑞金融集團香港有限公司及中泰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統稱「配售代理」）訂立配售及
認購協議，據此 (i)配售代理同意作為賣方之代理按竭盡所能之基準配售，而第一
賣方及第二賣方同意出售合共最多90,000,000股普通股予不少於六名承配人（彼等
及彼等之最終實益擁有人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聯繫人及關連人士且與上述人士
並非一致行動（定義見收購守則）之第三方），配售價為每股配售股份5.25港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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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第一賣方及第二賣方同意分別認購最多25,000,000股普通股及25,000,000股普通
股，認購價為每股股份5.25港元（「認購事項」）。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五日，本公司已
成功配售50,000,000股普通股。認購事項所得款項淨額約為262,000,000港元。每股
價格淨額約為5.24港元。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認購事項所得款項淨額
已用作收購用途。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320,700,000港元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69,300,000港元）。大幅增加乃由於來自已質押銀行
存款之款項所致。本集團的資金主要存於中國的銀行及香港的持牌銀行，本集團
擁有充裕的現金及銀行結餘，足以應付下一個財政年度的承擔及營運資金需求。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銀行存款為84,900,000港元，其已作質押
作為購買貨品及機器而應付供應商的應付款項及銀行借貸的擔保（二零一六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354,400,000港元）。

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七年，本集團致力擴展現有生產廠房及新廠房以提升產能。於二零一七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訂約資本承擔約 15,9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8,3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就本集團
以外的任何公司提供任何形式的擔保，且本集團並未涉及任何須計提或然負債撥
備的重大法律程序。

資本開支

於二零一七年，本集團有關不動產、工廠及設備的資本開支主要包括添置樓房、
工廠及機器、辦公設備及在建工程約 240,9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101,900,000港元）。

匯率波動風險及相關對沖

本集團的成本及收入主要以美元及人民幣計值。如果以人民幣計值的成本超過以
人民幣計值的銷售，本集團可能面臨外匯及匯兌風險。人民幣與美元之間的匯率
波動可能會對我們的業務、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造成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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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管理層認為外匯及匯兌風險並不重大，因此本集團目前並無外幣對沖政策。
然而，管理層會監察外匯風險，並於需要時考慮對沖重大外幣風險。本集團的呈
報貨幣為港元，因為董事認為此呈列更適合在香港上市的公司及方便股東。

僱員福利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聘有合共4,760名僱員（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3,680名）。本集團的員工成本（包括董事袍金）為501,600,000港元（二零一
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14,700,000港元）。本集團的薪酬政策由本公司薪酬委員會
每年審閱，並與當前市場慣例一致。

本集團根據中國法律及法規規定，為僱員提供醫療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和
失業保險。

本集團亦參與一項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的規則及規例為所有香港僱員設
立的退休金計劃（「強積金計劃」）。強積金計劃的供款乃依據最低法定供款規定按
合資格僱員有關總收入的 5%作出。該退休金計劃的資產與本集團的資產分開持
有，由獨立管理的基金管理。

董事相信，與市場準則及慣例相比較，本集團提供予員工的薪酬待遇具競爭力。

末期股息

董事會並不會於即將舉行的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建議派發二零一七年財政年
度的任何末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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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釐定出席將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星期五）舉行之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
（「二零一八年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資格，本公司將於二零一八年五月
二十八日（星期一）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東
登記，期間概不辦理任何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資格出席二零一八年股東週
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
五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
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M樓。

持有的重要投資及重大收購

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一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O-Net Communications Holdings 

Limited（「O-Net Communications」）與Advance Photonics Investments Limited（「API」）就
O-Net Communications收購3SP之全部已發行股本訂立正式買賣協議（「正式協議」），
代價約為19,900,000美元（「收購事項」）。收購事項之完成受限於正式協議之條款。
3SP主要從事研究、開發、製造及供應用於電訊、數據通訊及創新高端市場諸如
ADAS市場的LiDAR的創新芯片和激光器產品。

O-Net Communications亦按等額基準向API購買由API結欠銀行總金額為3,600,000歐
元的到期債務連同尚未支付利息及API在正式協議日期的所有銀行結餘。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收購事項尚未完成。

正式協議及收購事項詳情載於本公司所作出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之
公告。

除上文所述外，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
重要投資，亦無任何其他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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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資本資產及資金來源的未來計劃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具備充裕資金以供來年的資本投資及營運
所用。

財務期末以來的重大事件

自財務期末以來並無任何重大事項。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概無購買、贖
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
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經向全
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確認全體董事均已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內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準則。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企業管治
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作為其自身的企業管治守則。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除於下文說明的偏離事項以外，本公司
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所有相關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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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第A.2.1條守則條文，主席與行政總裁（「行政總裁」）的職責應有
區分，並不應由同一人履行。本公司主席那慶林先生亦為本公司行政總裁。董事
會相信由同一人擔任主席兼行政總裁，有助確保本集團的貫徹領導，並能為本集
團作出更為有效及效率更高的整體策略規劃。董事會相信現時安排將無損權力及
授權的均衡，且現時董事會由經驗豐富及具才幹之人士組成，且具備充足數目的
獨立非執行董事，亦足以確保權力及授權均衡。

除上文所述偏離事項外，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所有相關守則條文。

核數師就本業績公佈執行的程序

本集團之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已就初步公告內所載的本集團截至二
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綜合全面收入
報表及相關附註所載之數字與本集團本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數字核
對一致。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就此方面進行的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
公會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聘用準則或香港核證聘用準則而進行的核證
工作，故此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並無在初步公告作出任何核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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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九日成立審核委員會，其書面職權範圍符合企業管治
守則。審核委員會現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王祖偉先生（主席）、鄧新平
先生及趙為先生。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審閱及監察本集團財務申報程序及風
險管理與內部監控系統。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以備提交董事會審閱及批准，並認為該報告符
合適用的會計準則、上市規則及其他適用法律規定，並已作出足夠披露。

代表董事會
昂納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那慶林

香港，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那慶林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陳朱江先生、黃賓先生及
莫尚雲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鄧新平先生、王祖偉先生及趙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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