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要財務數據：
 

百萬美元(截至 12 月 31 日止年度) 

  

2013
年

 2014
年 

(
初步財務資料)

 

變動(%) 

營業額 813.9  886.5  8.91% 

銷售成本 (710.7) (774.4) 8.96% 

毛利 103.2  112.1  8.58% 

其他收益 1.3  2.0  50.80% 

其他收入/虧損 (1.2) 0.2  -119.57% 

銷售及分銷開支 (5.9) (6.5) 10.02% 

行政開支 (28.5) (37.1) 30.29% 

經營溢利 69.0  70.7  2.47% 

融資成本 (5.2) (3.1) -39.77% 

除稅前溢利 63.8  67.6  5.90% 

所得稅 (13.6) (14.3) 5.60% 

年內溢利 50.2  53.2  5.98% 

 

所得款項用途：
 

根據發售價範圍每股4.00港元至5.75港元，假定發售價為4.88

港元(發售價範圍的中位數)，經扣除集團就股份發售應付之

估計開支後，所得款項淨額估計約為3.404億港元。 

集資所得款項用途 佔所得款的百分比 

增強定焦相機模組現有生產線的產能。 66% 

安裝用於質量按制及檢測程序的更先進

機器改善終端線檢測程序。 
13% 

償還用成營運資金的滙豐銀行貸款。 12% 

營運資金及其他一般公司用途。 9% 

 
資料來源：高偉電子控股有限公司(1415.HK) 招股書 

19/03/2015 

主要日期：
 

公開發售截止日期：2015 年 3 月 24 日 中午 12 時正 

預計定價日   ：2015 年 3 月 25 日 

公告申請結果  ：2015 年 3 月 30 日 

上巿日期    ：2015 年 3 月 31 日 

獨家保薦人、獨家全球協調人及
 

獨家賬簿管理人：
 

摩根士丹利亞洲有限公司 

聯席牽頭經辦人：
 

摩根士丹利亞洲有限公司 

法國巴黎證券（亞洲）有限公司 

聯昌證券有限公司 

 

統計數字摘要：
 

全球發售的發售股份數目：208,000,000股 

香港發售股份數目：20,800,000股 

國際發售股份數目：187,200,000股 

發售價：4.00港元 至 5.75港元 

估計集資金額：8.32億 至 11.96億港元 

集團概要
 

� 集團為移動設備相機模組的供應商，主要以原設備製

造方式從事設計、開發、製造及銷售各類相機模組，

用於具備相機功能的智能手機、多媒體平電腦及其他

移動設備的部件。集團使用的主要相機模組技術包

括﹕「倒裝芯片」及「板上芯片」。根據 IBS 數據，

以銷售額計算，集團於 2013 年成為全球第六大的相

機模組供應商，佔全球市場份額 5.0%。 

� 集國於中國廣東省東莞橫坑及華南經營兩項生產設

施，截至 2014 年 10 月 31 日，集團月產能達 1,480

萬件倒裝芯片相機模組、1,450 萬件 COB 相機模組及

3,310 萬件光學部件。 

� 截至 2014 年 10 月 31 日，集國於中國註冊 3 項專利。

集團目前亦有 7 個於中國及 2 個於美國待批的額外專

利，相關專利主要涉及相機模組和光學部件以及其生

產流程。 

� 2013 年五大客戶佔集團營業額達 99.7%，當中最大客

戶為 Apple Inc.(AAPL)，佔營業額 85.8%。此外，相

機模組的主要客戶亦包括 LG 電子、三星電子等全球

領先的移動設備製造商。於 2013 年集團開始向三星

電子供應定焦 COB 相機模組，於 2014 年 8 月開始向

LG 電子供應解像度高於 8 百萬像素的高端相機模

組，並與 LG 電子協定於 2015 年第三季度開始向其

供應解像度為 13 百萬像素的高端相機模組。 

新股速遞：高偉電子控股有限公司 (1415.HK)                  

股份簡介      經致富證券申請 
截止認購日期       ：2015 年 3 月 23 日 下午 5 時正 

全額付款客戶手續費 ：(網上申請)  $0 

                     (非網上申請) $50  



 

 

 

 

 

 

 

 

 

 

 

 

 

 

 

 

 

 

 

 

 

 

 

 

 

 

 

 

 

 

 

 

 

 

 

 

 

 

 

� 
高偉電子控股有限公司

於今天公開招股，一手 1,000 股入

場費為 5,807.95 港元。招股價區間為每股 4.00 港元至 5.75

港元，估計集資最多 11.96 億港元。 

� 根據 IBS 資料，全球相機模組市場收益由 2010 年的 100

億美元增加至 2013 年的 164 億美元，複合年增長率為

17.8%。預期 2013 年至 2020 年將增加 180 億美元，複合

年增長率 11.2%。而按銷量計，全球相機模組市場由 2010

年的 21 億組增至 2013 年的 38 億組，複合年增長率為

22.8%。預期 2013 年至 2020 年將增加 35 億組，複合年增

長率 9.5%。 

� 相機模組市場主要由智能手機及平板電腦的擴展應用所

推動。根據 IBS 的資料，全球智能手機銷量由 2010 年的

3.24 億部增加近兩倍至 2013 年的 9.70 億部，預計 2020

年銷量將增加至 20.94 億部，複合增長為 11.6%。另外，

平板電腦銷量由 2010 年的約 8.00 百萬部增加至 2013 年

2.76 億部，預計 2020 年銷量將增加至 8.15 億部，2013 年

至 2020 年間的複合增長為 16.7%。 

� 主要相機模組部件括 CMOS 圖像傳感器、透鏡模組、基

板及濾光片。根據 IBS 的資料，於 2013 年，用於智能手

機前置鏡頭的圖像傳感器平均價格按年增加 1.4%至 0.88

美元；智能手機後置鏡頭則按年下滑 18.0%至 3.62 美元；

用於平板電腦前置鏡頭的按年上升 2.0%至 0.90 美元；平

板電腦後置鏡頭的下跌 16.9%至 2.88 美元。 

� 根據集團初步的財務資料，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年

度，集團收益按年升 8.9%至 8.87 億美元，主要由於銷售

相機模組的營業額增 8.9%至 8.74 億美元所致。相機模組

中，倒裝芯片相機模組的營業額按年增加 9.9%至 6.47 億

美元，佔總收益的比重為 73.0%，主要由於去年下半年開

始生產平均售價較高的新型倒裝芯片所致； COB 相機模

組的營業額按年增加 6.2%至 2.28 億美元，佔總收益的比

重 25.7%。毛利按年增長 8.6%至 1.12 億美元，毛利率則

由 2013 年同期的 12.7%跌至 12.6%，主要反映去年下半

年開始生產新倒裝芯片相機模組而產量出現短期下降所

致。集團年內溢利按年增加 6.0%至 5,324.48 萬美元。 

� 風險因素方面，集團依賴有限數目的客戶出售大部分相機

模組及光學部件，或令集團收益出現重大波動或下跌情

況。於 2013 年，三大客戶佔集團營業額高達 99.1%。倘

若主要客戶延遲或取消訂單、或客戶採用集團並無涵蓋的

另類相機模組技術等，將對集團造成業績造成重大影響。

此外，集團與主要客戶議價能力有限，集團或未能成功商

討有利定價，對未來銷售及利潤或構成不利影響。 

� 根據招股文件顯示，假設集團公開發售股份於 2014 年 10

月 31 日進行，按緊隨股份發售完成後預期發行的 8.32 億

股股份計算，於 2014 年 10 月 31 日，股東應佔未經審核

備考經調整綜合有形資產淨值區間為 2.06 億美元至 2.24

億美元，折合未經審計備考經調整每股有形資產淨值區間

為 1.917 港元至 2.087 港元(按 7.76 港元兌 1.00 美元的滙

率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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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相機模組市場收益
 

 

 

投資策略
 

資料來源：IBS 



 

 

 

 

 

 

 

 

 

 

 

免 責 聲 明 

本報告由致富證券有限公司(“致富證券”)提供，所載之內容或意見乃根據本公司認

為可靠之資料來源來編製，惟本公司並不就此等內容之準確性、完整性及正確性作

出明示或默示之保證。本報告內之所有意見均可在不作另行通知之下作出更改。本

報告的作用純粹為提供資訊，並不應視為對本報告內提及的任何產品買賣或交易之

專業推介、建議、邀請或要約。致富證券及其附屬公司、僱員及其家屬及有關人士

可於任何時間持有、買賣或以市場認可之方式，包括以代理人或當事人對本報告內

提及的任何產品進行投資或買賣。投資附帶風險，投資者需注意投資項目之價值可

升亦可跌，而過往之表現亦不一定反映未來之表現。投資者進行投資前請尋求獨立

之投資意見。致富證券在法律上均不負責任何人因使用本報告內資料而蒙受的任何

直接或間接損失。致富證券擁有此報告內容之版權，在未獲致富集團許可前，不得

翻印、分發或發行本報告以作任何用途。撰寫研究報告內的分析員均為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註冊的持牌人士，此等人士保證，文中觀點均為其對有關報告提及的證券

及發行者的真正看法。截至本報告發表當日，此等人士均未於本報告中提及的公司

或與此等公司相同集團的成員公司之證券存有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