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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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
或任何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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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E GROUP LIMITED
國際精密集團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929）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

國際精密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
同去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4及 5 518,272 338,286
銷售成本 (388,597) (268,257)  
毛利 129,675 70,029
其他收入 5 21,748 16,434
分銷成本 (10,925) (9,727)
行政開支及其他開支 (93,438) (67,021)  
經營溢利 47,060 9,715
融資成本 6 (2,938) (4,387)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虧損 (896) (1,806)  
除稅前溢利 7 43,226 3,522
所得稅 8 (11,188) (1,336)  
期內溢利 32,038 2,186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30,201 2,645
非控股權益 1,837 (459)  
期內溢利 32,038 2,186  
每股盈利 9
基本 2.9港仙 0.3港仙   
攤薄 2.9港仙 0.3港仙    
每股中期股息 10 無 無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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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 32,038 2,186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外國業務之匯兌差額 8,495 (61,889)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40,533 (59,703)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38,996 (59,241)

非控股權益 1,537 (462)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40,533 (59,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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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及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844,842 792,729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 896

商譽 9,072 –

無形資產 9,738 –

購買非流動資產之按金 9,069 11,261

遞延稅項資產 13,615 13,621  

886,336 818,507  

流動資產
存貨 12 272,899 219,173

應收貿易賬款 13 280,962 272,46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73,801 40,898

金融資產 2,657 –

已抵押及受限制現金 14 2,519 3,672

現金及銀行結餘 14 833,781 924,246  

流動資產總值 1,466,619 1,460,450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5 120,566 91,49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70,252 61,229

租賃負債 1,161 1,123

合約負債 – 624

應繳稅項 11,663 19,325

銀行貸款 177,613 53,769  

流動負債總額 381,255 227,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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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資產淨值 1,085,364 1,232,885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971,700 2,051,392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 150,862

租賃負債 273 366

遞延稅項負債 21,686 17,395

其他應付款項 10,423 2,475  

非流動負債總額 32,382 171,098  

資產淨值 1,939,318 1,880,294  

資本及儲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05,225 105,225

儲備 1,816,882 1,775,720  

1,922,107 1,880,945

非控股權益 17,211 (651)  

權益總額 1,939,318 1,880,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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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產生之現金淨額 72,168 111,422  

投資活動
購買附屬公司之淨現金 (80,989) –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 (51,822) (19,95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所得款項 482 1,573
購買金融資產 (46,416) (4,413)
出售金融資產所得款項 45,329 5,782
已收股息 1,176 –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132,240) (17,012)  

融資活動
償還銀行貸款 (27,018) (27,018)
租賃負債之本金付款 (55) (547)
非控股權益資本投入 13,183 –
向非控股權益支付股息 (741) –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14,631) (27,565)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增加淨額 (74,703) 66,845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924,246 847,093
外幣匯率變動影響 (15,762) (58,369)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833,781 855,569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786,525 714,020
取得時原到期日為三個月以內之 
無抵押定期存款 47,256 141,549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4 833,781 855,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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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未經審核）
已發行 

股本
股份 

溢價賬
 

繳入盈餘
法定盈餘

儲備
法定公共
福利基金

股本贖回
儲備

購股權
儲備

物業重估
儲備

匯兌波動
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非控股
權益 權益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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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105,225 472,201 15,880 52,268 287 7,905 34,026 34,527 177,885 980,741 1,880,945 (651) 1,880,294

期內溢利 – – – – – – – – – 30,201 30,201 1,837 32,038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外國業務之匯兌差額 – – – – – – – – 8,795 – 8,795 (300) 8,495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 – – – 8,795 30,201 38,996 1,537 40,533

注資 – – – – – – – – – – – 13,183 13,183

已付股息 – – – – – – – – – – – (741) (741)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 – – – – – – – – – – – 3,883 3,883

股份結算購股權安排 – – – – – – 2,166 – – – 2,166 – 2,166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105,225 472,201 15,880 52,268 287 7,905 36,192 34,527 186,680 1,010,942 1,922,107 17,211 1,939,318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105,225 472,201 15,880 51,924 287 7,905 24,696 – 80,100 958,936 1,717,154 (1,157) 1,715,997

期內溢利 – – – – – – – – – 2,645 2,645 (459) 2,186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外國業務之匯兌差額 – – – – – – – – (61,886) – (61,886) (3) (61,889)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 – – – (61,886) 2,645 (59,241) (462) (59,703)

宣派二零一九年末期股息 – – – – – – – – – (5,261) (5,261) – (5,261)

股份結算購股權安排 – – – – – – 3,109 – – – 3,109 – 3,109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105,225 472,201 15,880 51,924 287 7,905 27,805 – 18,214 956,320 1,655,761 (1,619) 1,654,142             



– 7 –

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七月十日在開曼群島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
司，其股份自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一日起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本集團主要業務為應用於汽車部件、液壓設備零件及電子設備零件之精密金屬零件以及作
其他用途之零件之製造及銷售。

2. 編製基準

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
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16之適用披露規定
編製。該等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惟衍生金融工具則按公平值計量。該等財務報表
以港元（「港元」）呈報，而除另有指明者外，所有價值均約整至最接近千位。

3. 主要會計政策

於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貫徹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採納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且已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或之
後開始之年度期間強制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概念框架指引之修訂本及下列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之修訂本，以編製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

利率基準改革－第二階段

於本期間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概念框架指引之修訂本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對本
集團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之財務狀況及表現及╱或載於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披露資料
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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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分類資料

分類報告

本集團按客戶所在地區統籌之部門管理其業務。本集團按與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向本集
團最高行政管理人員內部匯報之資料一致之方式，呈列以下六個可呈報分類。概無合併計
算經營分類以組成以下可呈報分類。

(a) 泰國；

(b) 馬來西亞；

(c) 中國內地、澳門及香港；

(d) 北美洲；

(e) 歐洲；及

(f) 其他國家。

分類業績、資產及負債

為評估分類表現及於各分類間分配資源，本集團高級行政管理人員按以下基準監察各可呈
報分類之業績：

收入及開支乃經參考各可呈報分類產生之銷售額及該等分類產生之開支或該等分類應佔資
產折舊或攤銷產生之開支，分配至各可呈報分類。

計量可呈報分類溢利時使用毛利。本集團高級行政管理人員獲提供有關分類收入及毛利之
分類資料。分類資產及負債不會定期向本集團高級行政管理層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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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就資源分配及分類表現評估向本
集團最高行政管理人員提供之本集團可呈報分類資料載列如下。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泰國 馬來西亞

中國內地、 
澳門及
香港  北美洲 歐洲 其他國家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某時點確認之 

外界客戶收入 及 

可呈報分類收入 6,035 45,260 250,916 74,264 125,324 16,473 518,272       

可呈報分類溢利
毛利 1,510 11,324 62,781 18,581 31,357 4,122 129,675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泰國 馬來西亞

中國內地、
澳門及
香港 北美洲 歐洲 其他國家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某時點確認之外界客戶
收入 8,970 40,469 149,497 63,963 67,484 7,903 338,286

分類間收入 5,502 – – – – – 5,502       

可呈報分類收入 14,472 40,469 149,497 63,963 67,484 7,903 343,788

可呈報分類溢利
毛利 1,857 8,378 30,947 13,241 13,970 1,636 7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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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收入以及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入指期內售出貨物經扣除退貨及商業折扣後之發票淨值。

本集團之收入以及其他收入及收益分析分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於某個時間點確認的收入
銷售汽車零件 279,552 180,773

銷售液壓設備零件 164,142 88,833

銷售電子設備零件 52,151 49,439

其他 22,427 19,241  

518,272 338,286  

其他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7,017 6,935

政府補助 9,219 120

股息收入 1,176 –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撥回 – 257

其他 2,635 1,715  

20,047 9,027  

收益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收益 131 522

出售金融資產收益 1,570 1,369

匯兌差額淨額 – 5,516  

21,748 16,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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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利息 2,054 3,496

財務安排費用 853 853

租賃負債利息 31 38  

2,938 4,387  

7.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 入）以下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售出存貨成本 388,597 268,257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1,675 56,799

股本結算購股權開支 2,166 3,109

核數師酬金 1,292 1,266

匯兌差額淨額 2,637 (5,51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收益 (131) (522)

其他應收款項減值撥回 –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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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乃就期內於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16.5%）稅率計提撥備。其他地區之應課稅溢利稅項乃按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國家╱司
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11,188 1,336

遞延 – –  

期內稅項開支總額 11,188 1,336  

9.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期內溢利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乃按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計算。
計算時採用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乃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期內已發行普通股數目，而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乃假設所有潛在攤薄普通股視作行使或兌換時無償發行之普通股。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以下方式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 30,201 2,645  

股份數目（千股）

股份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期內已發行普通股 

加權平均股數 1,052,254 1,052,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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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二零二零年：無）。

11. 投資物業及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按成本
列賬持

作自用的
租賃土地
之擁有權

權益

按成本
列賬租

作自用的
其他物業

永久業權
土地及
樓宇

租賃物業
裝修

廠房及
設備

傢俬及
裝置 汽車 在建工程 投資物業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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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本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69,025 4,082 719,204 19,935 1,610,108 98,817 15,275 13,535 128,082 2,678,063

添置 – – 11,243 – 33,626 5,887 701 365 – 51,822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 8,788 – 15,049 – 14,280 208 404 – – 38,729

出售 – – (72) – (1,827) (370) – (541) – (2,810)

匯兌調整 760 328 1,021 142 1,370 500 53 239 1,189 5,602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78,573 4,410 746,445 20,077 1,657,557 105,042 16,433 13,598 129,271 2,771,406          

累計折舊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3,958 2,599 358,710 17,267 1,413,530 78,400 10,870 – – 1,885,334

期內折舊撥備 1,144 113 11,967 793 23,182 3,695 781 – – 41,675

出售 – – (57) – (1,784) (356) – – – (2,197)

匯兌調整 158 82 244 133 748 352 35 – – 1,752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5,260 2,794 370,864 18,193 1,435,676 82,091 11,686 – – 1,926,564          

賬面淨值
成本 78,573 4,410 746,445 20,077 1,657,557 105,042 16,433 13,598 129,271 2,771,406

累計折舊 (5,260) (2,794) (370,864) (18,193) (1,435,676) (82,091) (11,686) – – (1,926,564)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73,313 1,616 375,581 1,884 221,881 22,951 4,747 13,598 129,271 844,842          

賬面淨值
成本 69,025 4,082 719,204 19,935 1,610,108 98,817 15,275 13,535 128,082 2,678,063

累計折舊 (3,958) (2,599) (358,710) (17,267) (1,413,530) (78,400) (10,870) – – (1,885,334)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65,067 1,483 360,494 2,668 196,578 20,417 4,405 13,535 128,082 79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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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存貨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原材料 72,113 65,649

消耗品 43,777 45,866

在製品 129,540 84,659

製成品 122,168 101,266  

367,598 297,440

減：陳舊存貨撥備 94,699 78,267  

272,899 219,173  

13. 應收貿易賬款

本集團給予其客戶之貿易條款以記賬方式為主，惟新客戶一般須預先付款。信貸期一般介乎
60至120日，惟在董事批准下若干主要客戶可獲較長信貸期。每名客戶均有最高信貸限額。
本集團對其未收回應收款項實施嚴格控制。高級管理層會定期檢討逾期結餘。鑒於上文所
述及本集團之應收貿易賬款與多名多元化客戶有關，因此並無重大集中信貸風險。應收貿
易賬款為不計息。

於呈報期末時按發票日期計算之應收貿易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個月內 99,076 114,421

一至兩個月 84,110 75,882

兩至三個月 72,341 54,619

三至四個月 14,424 24,851

四至十二個月 7,691 2,997

一年以上 3,887 258  

281,529 273,028

減：減值 567 567  

280,962 272,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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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現金及銀行結餘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存款及現金 836,300 927,918

減：有抵押及受限制存款 (2,519) (3,672)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833,781 924,246  

15. 應付貿易賬款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個月內 43,689 41,127

一至兩個月 40,965 28,645

兩至三個月 25,258 15,452

三個月以上 10,654 6,271  

120,566 91,495  

16. 資本承擔

本集團於報告期末時有下列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訂約但未撥備：
樓宇 41 2,656
廠房及機器 9,169 20,932  

9,210 23,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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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向股東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上半年度業績。

業務回顧

二零二零年受疫情影響，全球政治、經濟不穩定，對銷售訂單衝擊大。踏入二零
二一年，隨著全球新冠疫情得到控制，國內外製造業開始復甦，國外客戶訂單逐
步恢復，特別在汽車及液壓客戶訂單量，已恢復到疫情前水平。汽車零件業務在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錄得銷售收入為279,552,000港元，對比去年同期增加98,779,000

港元或54.7%。

同時，公司積極進行戰略調整，發展國內液壓客戶，液壓業務銷售額取得理想升
幅。為保證訂單持續增長，公司積極開發新客戶，以液壓行業客戶為首，為液壓行
業市場奠定基石；因而液壓零件業務在上半年取得銷售收入為164,142,000港元，
對比去年同期增加75,309,000港元或84.8%。

以下列示二零二一年上半年公司各類業務的銷售額及對比數據：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 二零二零上半年 變動
%千港元 % 千港元 %

汽車零件 279,552 54.0 180,773 53.4 +54.7

液壓設備零件 164,142 31.7 88,833 26.3 +84.8

電子設備零件 52,151 10.0 49,439 14.6 +5.5

其他 22,427 4.3 19,241 5.7 +16.6  

518,272 100.0 338,286 100.0 +53.2  

為應對多變的外部經營風險，公司持續挖掘運營管理潛力，提升管理效率，以精
益生產為目標，加強客戶服務、供應商管理等等，為持續穩步發展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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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國內廣州地區出現疫情反彈，公司及時制定疫情應急方案，及時關注疫情
動態，落實各樣防控措施，積極落實新冠疫苗接種工作，實現疫情防控常態化，
保持零感染。

另外，持續深化政企關係，積極承擔社會責任；並響應政府號召，引進碳中和綜
合解決方案，投入光伏新能源等項目，減省相關費用，同時為環保作一分貢獻。

今年5月完成對江蘇科邁液壓控制系統有限公司（「江蘇科邁」）的收購，江蘇科邁
從事負載敏感比例多路換向閥，該部件廣泛用於建築機械、煤炭開採業的電動液
壓控制領域，與公司液壓業務發展方向、產品等均有高度協同性。有關詳情，請
參閱本公司二零二一年五月六日的公佈。

財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銷售額錄得518,272,000港元，去年同
期338,286,000港元，增加179,986,000港元或53.2%。

在新冠疫情受控下，國外客戶訂單復甦，帶動營業額回複疫情前水平，公司取得規
模經濟效益優勢，本年上半年度毛利錄得129,675,000港元，對比去年同期70,029,000

港元，上升59,646,000港元。至於毛利率方面，本年上半年度為25.0%，對比去年同
期20.7%，上升4.3%。

其他收入方面，本年上半年度為21,748,000港元，對比去年同期增加5,314,000港元；
主要增加來自於政府補助。

銷售及分銷開支在本年上半年度為10,925,000港元，對比去年同期增加1,198,000港
元；主要因銷售額帶動下，相關開支隨之增加。另外，上半年受印度及中國廣州
疫情爆發的影響，全球物流運輸費用也隨之上漲，中國出口歐洲及美東的貨櫃價
格較往年上漲，創歷史新高，也推高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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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及其他開支在今年上半年度為 93,438,000港元；對比去年同期增加
26,417,000港元，增加原因分別有如下：國內投入資源以符合排放污水標準，增加
相關費用為 7,337,000港元。除此之外，為配合集團未來發展規劃，經營方針及回
饋員工在疫情期間的付出，對員工發放獎金以激勵員工，因此薪金及津貼增加
2,454,000港元；其次，今年初增聘專業人才加強公司研究國內市場及相關行業，
涉及1,110,000港元。另外，因銷售額回升，國內附加稅費（如城市維護建設稅）較去
年同期增加 1,789,000港元。最後，由於今年上半年人民幣升值，因此賬面出現匯
兌損失，金額約為2,637,000港元。

就融資成本，今年上半年銀行融資成本為2,938,000港元，對比去年同期4,387,000港
元，減少1,449,000港元；減少原因主要是整體貸額減少。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未經審核純利為32,038,000港
元，對比去年同期2,186,000港元，增加 29,852,000港元。

本集團資產之抵押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借貸總額為177,613,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204,631,000港元），以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公司擔保作抵押。此外，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抵押存款2,519,000港元以發行保函（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3,672,000港元）。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除已抵押及受限制
存款外，本集團並無為獲取銀行融資而將任何資產抵押。

流動資金、財政資源及財務比率

本集團一般以自有現金流以及往來銀行提供之銀行融資提供業務營運資金。於二
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根據已發行普通股1,052,254,135股（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1,052,254,135股普通股）計算，每股應佔現金為 0.79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0.88港元）主要今年上半年加大投資，利用現有資源。而每股資產淨值
為1.84港元，對比去年為1.78港元，增長 0.06港元，比例約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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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公司經營業務產生之現金流入淨額為
72,168,000港元，雖然今年上半年銷售額對比去年同期上升，但經營業務產生的現
金流入有減少39,254,000港元，主要因銷售訂單增長下，公司投入資金購入相關訂
單原材料等物料，加上公司與客戶以信貸方式交易，信貸期在60天至120天，因此
部分銷售款項未回籠也減少公司經營業務現金淨流入。

公司考慮未來戰略上發展，購買嶄新自動化機械設備及投入工程設置，除了提升
產能及品質之外，也可減少人員投入，在購買機械設備等現金流出為51,822,000港
元；今年5月併購江蘇科邁，在此併購現金流出80,989,000港元，因此，投資活動之
現金流出淨額為 132,240,000港元，對比去年同期現金流出淨額 17,012,000港元，增
加115,228,000港元。

融資活動方面，主要今年在國內建立新項目，從而取得投資者注資款為13,183,000

港元，除此以外，用以償還現有銀行貸款，金額為27,018,000港元；因此，融資活動
之現金流出淨額為14,631,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
淨額74,703,000港元。

銀行借貸方面，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銀行借貸總額177,613,000港元，
對比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銀行借貸總額204,631,000港元，減少27,018,000港
元。

整體而言，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現金淨額（現金及銀行結餘減銀行借
貸總額）為 658,687,000港元，對比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 723,287,000港元，
減少64,600,000港元。

貨幣風險及管理

本集團承受外幣匯率波動風險。由於本集團收入主要以美元結算，而本集團大部
分開支（例如主要原材料、機器成本以及生產開支）以日圓、人民幣、泰銖及港元
結算，因此匯率波動會對本集團帶來重大影響，尤其人民幣波動會對本集團之盈
利能力造成負面影響。因此，公司已訂立遠期外匯合同，以減低貨幣匯率波動之
潛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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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

積極參加各類校招活動，深挖外部關鍵人才，同時通過內部有獎推薦、獵頭公司、
行業協會等多渠道引進中高端人才；積極與專業對口院校建立校企合作關係，以
期獲得穩定人才輸入。為穩定現有中高端人才，留住現有技術員及普工，實施優
化住宿，全面提高員工就餐補貼，有效提升員工粘合度，穩定人才梯隊。

其次，本公司設有購股權計劃，作為對選定參與者對本公司貢獻之鼓勵及獎賞；
另外，本公司為僱員設立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及本地的退休福利計劃。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僱員2,194人，較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之
2,181名僱員，對比去年同期增加13名僱員。

前景

公司持續貫徹「增收、降耗、提質、升級」的工作方針，以「技術領先、產品創新、
品質升級」為原則，積極應對多變的市場環境和複雜的國際社會環境，深入挖掘
業務增長點，多方位拓展業務渠道，規範經營管理，推進自動化改造，實現精益
生產，成為一個具有持續創利能力的行業領先企業。

近年，受新冠疫情和汽車芯片短缺影響，全球汽車客戶訂單量出現不同程度回落；
因此，公司盡最大力度開發新客戶，保持充足創利能力。而且，通過多渠道、多方
式提高訂單交付率，維持存量客戶關係，持續挖掘客戶潛力，爭取新項目。加快
樣板進度，解決技術難點，以持續獲得樣品量產轉化，以技術及成本優勢維持領
先地位和增長銷售收入。除了現有業務以外，公司進行戰略調整，以技術品質優
勢持續開發國內液壓客戶，成為國內液壓龍頭企業核心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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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物流供應鏈，持續進行採購優化、降本工作。開發物料新供應商，增強採購議
價能力，實現採購降本目標。還有，持續優化採購週期及業績預測準確度，提高
對市場變化的反應能力。

最後，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在此感謝全體員工為本集團過往貢獻及付出。

補充資料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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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
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二
零年：無）。

企業管治

本公司致力維持高水平企業管治，力求加強本公司管理及保障股東整體利益。董
事會認為，本公司於回顧期間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
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及「上市規則」）之守則條文，惟並無按企
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將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職務區分除外。曾廣勝先
生兼任本公司董事會主席及行政總裁職務。董事會相信，透過兼任該兩個職務，
曾先生將可為本集團提供強而有力且一致之領導，從而更有效率及效益地規劃及
制定決策，以及推行本集團長遠業務策略。因此，此架構對本公司股東整體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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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楊如生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張
振宇先生及梅唯一先生組成。審核委員會已與本集團高級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納
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風險管理、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程序事宜，包括審閱
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刊發中期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

本 中 期 業 績 公 佈 分 別 於 聯 交 所 網 站 (www.hkexnews.hk)及 本 公 司 網 站
(http://www.ipegroup.com)登載。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載
有上市規則附錄16規定的所有資料，並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及於上述網站可
供查閱。

董事會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以下董事組成：

執行董事：
曾廣勝先生（主席及行政總裁）
吳凱平先生

非執行董事：
曾靜女士
陳匡國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楊如生先生
張振宇先生
梅唯一先生

承董事會命
國際精密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曾廣勝

香港，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