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 年 11 月 3 日  

 

泓淋科技集團有限公司(1087.HK) 名匯研究部  

www.enlighten.com.hk 

 

建議：中性 

短評： 

泓淋科技為全球高端消費電子行業提供全面

線纜組件及連接器相關產品的「一站式」供應

商，產品包括外接信號線組件、手提電腦內接

信號線組件、電源線組件及信號傳輸線纜產品。

集團專注於設計、研發、製造及銷售自主品牌

「泓淋」的產品以及發展廣泛的產品組合，包

括信號線組件、電源線組件、線纜（主要用作

信號傳輸）及連接器產品，該等產品主要用於

(i)個人電腦及手提電腦、(ii)LCD及LED電視、

(iii)手機及(iv)數碼相機。此外，集團為各主要

產品類型提供全面不同規格及種類的產品。因

此，集團可為目標客戶的信號線組件、電源線

組件、線纜及連接器產品需求提供「一站式」

整體解決方案。集團亦已開發並於二零一零年

開始生產用於手提電腦、路由器及手機信號傳

輸的無線天線產品。 

 

儘管集團未來積極擴充產能以滿足需求，為未

來業務帶來盈利增長，然而我們認為，泓淋科

技所經營的行業大部分己進入早期成熟期，增

長或較以往放緩，該股缺乏市場賣點，因此我

們給予中性評級。 

 

 

 

 

 

 

 

 

 

 

 

 

 

 

 

發售資料 

股份編號 1087 

總發行股份 720,000,000 股 

發售股份 180,000,000 股新股 

國際配售股份 162,000,000 股新股(90%) 

香港公開發售 18,000,000 股新股(10%) 

招股價範圍 HKD 2.70 – 3.70 

集資額 HKD 4.86 – 6.66 億 

每手股數 1,000 

每手入場費 HKD 3,737.30 

保薦人 Piper Jaffray 

主要股東 遲少林先生(40.9%) 

 

公司盈利預測及估值 

市值 HKD 19.44 – 26.6 億 

每股有形資產淨值 HKD 1.29 – 1.52 

NAV HKD 1.38 – 1.63 

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年度止溢利預測 

不少於 RMB 1.5 億 

(HKD 1.752 億) 

每股溢利預測 
不少於 RMB 0.21 

(HKD 0.25) 

FY2010 年市盈率 10.8 – 14.8 倍 

 

招股時間表 

開始招股日期 2010 年 11 月 3 日 

截止招股日期 
2010 年 11 月 8 日 

中午 12 時 

定價日期 2011 年 11 月 9 日 

公佈招股結果 2010 年 11 月 15 日 

上市日期 2010 年 11 月 16 日 

 

回撥機制 

若公開發售部分超額 公開發售回撥 

15 倍至 50 倍以下 30% 

50 倍至 100 倍以下 40% 

100 倍或以上 50% 

 

 至 12 月 31 日止年度 至 6 月 30 日止 6 個月 

RMB 百萬 2007 2008 2009 2009 2010 

收益 653 898 872 367 636 

毛利率 20.74% 19.46% 22.69% 22.59% 22.65% 

溢利 66  55  88  31  70  

溢利率 10.04% 6.07% 10.14% 8.41% 11.04% 

資產 639  807 990  N/A 1259  

負債 461  585 663  N/A 823  

權益 178  221 327  N/A 436  

權益回報率(ROE) 36.90% 27.36% 32.29% N/A N/A 

資產回報率(ROA) 10.26% 7.55% 9.85% N/A N/A 

流動比率(Current Ratio) 0.91  0.88  0.99  N/A 1.09  

速動比率(Quick Ratio) 0.61  0.68  81% N/A 0.86  

資產負債比率 22.0% 30.2% 35.7% N/A 39.9% 

*註：資產負債比率是按銀行借款除以總資產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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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資用途 

40% 

擴充現產品產能，包括 

(i) 用於在武漢新建電源線組件產品廠房及加裝外接信號線組件生產線（用於包
括自動切割、電路測試生產管線等新生產設備）與電源線組件產品新生產設
備（例如注塑機、冷卻設備及實驗室檢測設備），從而預期本集團外接信號線
組件及電源線組件產品的產能分別提高約10至15百萬套及17至21百萬套。 

(ii) 另外，集團亦會利用所得資金在德州現有生產場所加裝內接信號LVDS線纜組
件生產線（包括全自動端子機、外被挪移機及CO2鐳射機等新生產設備）、新
建外接信號線組件廠房以及新建宿舍。集團內接信號線組件產品的產能預期
增加約5至10百萬套。 

(iii) 集團亦會於在重慶購買集團已在重慶長壽區物色的新土地、新建廠房及宿舍
以及購買內接信號LVDS線纜組件、線纜及電源線組件產品新生產設備（包括
全自動端子機、外被挪移機、CO2鐳射機及焊接機等新生產設備）。 

(iv) 最後，集團在廣東省新收購一幅地盤面積約52,596平方米的土地，預期會在
此為天線產品新生產線興建新廠房。 

44% 

生產新產品，包括： 

(i) 在威海新收購一幅鄰近集團現有廠房的土地以及購買特種電纜的新生產設備
（例如包括電子加速器、芯押機、銅絞機、集合機及外押機）。 

(ii) 開發汽車線束產品。 
(iii) 在重慶新收購一幅位於重慶長壽區的土地，集團預期會在此興建特種電纜新

廠房。 

6% 
在蘇州建立新研發中心以及採購研發和有關光伏連接器、天線及環保低煙無鹵絕緣物
料開發項目的先進設備 

10% 用作營運資金及一般公司開支 

 

主要股東 

遲少林先生 40.9% 

永昌股份 18.6% 

泓鑫股份 5.1% 

 

背景資料 

泓淋科技為全球高端消費電子行業提供全面線纜組件及連接器相關產品的「一站式」供應商，產

品包括外接信號線組件、手提電腦內接信號線組件、電源線組件及信號傳輸線纜產品。集團專注

於設計、研發、製造及銷售自主品牌「泓淋」的產品以及發展廣泛的產品組合，包括信號線組件、

電源線組件、線纜（主要用作信號傳輸）及連接器產品，該等產品主要用於(i)個人電腦及手提電

腦、(ii)LCD及LED電視、(iii)手機及(iv)數碼相機。此外，集團為各主要產品類型提供全面不同規

格及種類的產品。因此，集團可為目標客戶的信號線組件、電源線組件、線纜及連接器產品需求

提供「一站式」整體解決方案。集團亦已開發並於二零一零年開始生產用於手提電腦、路由器及

手機信號傳輸的無線天線產品。 

 

按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收益計算，集團為全球第二大外接信號線組件製造商，市場份

額分別為20.8%及21.8%；而按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收益計算，集團於全球手提電腦

內接信號線組件製造商中分別位列第五及第三位，市場份額分別為10.7%及19.0%；另外，按二

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收益計算，本集團於全球電源線組件製造商中位列第五位，市場份

額分別為4.1%及5.6%；最後，按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收益計算，集團於全球信號傳

輸線纜製造商中分別位列第五及第三位，市場份額分別為3.9%及7.3%。迎合消費電子行業的全

球外接信號線組件及電源線組件市場，以及全球手提電腦內接信號線組件市場由全球五大營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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壟斷，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分別佔該等市場的市場份額約86.2%、94.2%及94.1%。全球信號傳

輸線纜市場相對集中，二零一零年上半年五大營運商佔市場份額分別約71.0%。 

 

集團獲三星、LG、伊士曼柯達、安費諾、海爾、海信、廣達、仁寶、佳世達、冠捷科技、緯創、

新奇美光電、中興通訊及英業達選為核心供應商，供應集團的一系列產品。截至二零零七年、二

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以及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向該等

客戶的銷售總額（基於向所有集團成員公司的銷售合併為向一名客戶銷售而釐定）分別約人民幣

284.5百萬元、人民幣407.1百萬元、人民幣449.5百萬元及人民幣321.5百萬元，分別佔總收益

43.6%、45.3%、51.5%及50.6%。 

 

集團從塑膠材料生產、抽銅及加工線纜產品開始直至信號線組件及電源線組件製成品的整個過程

中採用垂直整合生產模式。於生產連接器產品時，集團可自行進行產品設計開發、衝壓及塑膠模

具設計、五金衝壓、塑膠成型及成品組裝等重要程序。此垂直整合策略使本集團能夠（其中包括）

進行高度協調的研發及生產活動，以適時設計及生產新產品，滿足客戶的要求、較好控制產品質

素、提高集團成本效益以及增加本集團整體競爭力。 

 

行業概覽 

消費電子指日常所用電子產品或設備，通常用於娛樂、通訊及業務用途。主要消費電子品包括個

人電腦及手提電腦、電視、手機及數碼相機。其他產品包括MP3播放器、音頻設備、計算器、

GPRS 汽車導航系統、錄播視頻媒體（例如DVD、VHS及攝像機）等。目前，全球消費電子行

業主要由日本、南韓及美國製造商主導。 

 

近年來，全球消費電子市場維持快速增長。儘管2008年下半年爆發全球金融危機導致2009年的

全球消費電子市場衰退，但Frost & Sullivan預測，全球消費電子市場會回復增長，自2009年至

2013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為11.7%。 

 

由於強大的國內需求加上中國政府增加投資以推動國內經濟發展，因此中國消費電子市場於二零

零九年仍繼續按2.0%的增長率（儘管較往年有所降低）增長，而於2009年，中國的該增長率仍

是全球最快。Frost & Sullivan預測，日後，中國消費電子市場自2009年至2013年的複合年增長

率為13.2%，增幅將會提高。 

 

消費電子市場的外接信號線組件用於將信號傳送至顯示器，廣泛用於手機、數碼相機、DVD播

放器、個人電腦及手提電腦、視頻遊戲操作臺、集成放大器、數字音頻及電視。外接信號線組件

的主要產品類型包括RGB組件、DVI組件、HDMI組件、USB組件及DC組件。預計目前全球外接

信號線組件市場最少於未來數年會一直處於早期成熟階段，其發展週期可透過持續技術進步及因

HDMI及USB線組件等新型外接信號線組件出現令新興市場需求增加而延長。預測2009年至

2013年全球消費電子市場的外接信號線組件市場的總銷售額將按複合年增長率16.9%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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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提電腦內接信號線組件用於連接手提電腦的主板與顯示器。手提電腦內接信號線組件的主要產

品類型包括LVDS組件如極細同軸線與柔性扁平線。手提電腦內接信號線組件產品主要側重傳輸

效率、屏蔽效果及抗搖擺能力。目前，極細同軸線與柔性扁平線產品在該等標準方面表現優秀。

全球手提電腦內部信號線組件市場正處於發展階段，預計最少未來數年會保持現有發展週期。二

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三年，預計全球手提電腦內接信號線組件市場會按17.0%的複合年增長率保持

強勁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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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源線組件是通過插座或延長線臨時連接電器與電源配電線路的電線或線纜。電源線組件的主要

產品類型包括交流電源線組件及直流電源線組件。電源線組件用途廣泛，但不易攜帶。同時，電

源線組件亦須按不同協定規則採用。目前，所生產的若干電子產品USB線具有充電特性，越來

越受消費者歡迎，可能影響電源線組件的長期發展。全球電源線組件市場現已步入早期成熟階段，

預期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三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為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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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號傳輸線纜為須與連接器組裝成線纜組件產品的中間產品。信號傳輸線纜產品的主要類型包括

通訊線纜、消費電子線纜、手提電腦內接線纜及汽車線纜等。全球信號傳輸線纜市場起源於十九

世紀中期，現已步入早期成熟階段。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三年，全球信號傳輸線纜市場的複合年

增長率預計將達33.5%。 

 

 

 

連接器用以連接兩個電子元器件以傳輸電力或信號，並保持信號不失真及能量無損耗。連接器廣

泛應用於消費電子、汽車及家用電器行業。連接器可分為兩類，即板端連接器及線端連接器。板

端連接器安裝於電氣及電子產品，焊接於印刷電路板(PCB)，而線端連接器焊接於線纜。連接器

產品類型包括HDMI連接器、DVI連接器、SATA連接器、USB連接器及VGA連接器等。預期目前

全球連接器市場最少於未來數年仍會維持於早期成熟行業發展週期，預計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三

年的全球連接器需求將按複合年增長率21.9%增長，於二零一三年達474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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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料 

 

資料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止 6 個月 

資料來源：招股文件 

 

資料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止 6 個月 

資料來源：招股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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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產品劃分收益

外接信號線組件

內接信號線組件

電源線組件

線纜

連接器

其他

80%

16%

1% 3%

按集團出具發票的訂約公司所在點劃分收益

中國(不包括香港)

韓國

香港

其他國家及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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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止 6 個月 

資料來源：招股文件 

 

風險因素 

集團業務、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受經濟週期（包括近期的全球金融及經濟危機）不利影響。此外，

集團絕大部分收益倚賴多家主要客戶。集團或不能持續開發、製造及推出能滿足客戶要求的新產

品及技術領先產品。集團眾多產品的售價或會隨時間的推移而降低。倘集團無法以售價較高的 

新產品補充產品組合或降低本集團產品的生產成本，則集團的收益及毛利將會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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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 

 

本報告由名匯集團所發表。本硏究以相信為可靠的資料來源為依據，但本公司並不對其準確性、
完整性和正確性作出任何的陳述、保證或擔保。本集團和其附屬公司及其員工並沒有責任更改和
更新資料，因此本集團對報告內的意見如有更改，怒不作另行通知。任何於本報告內所作的建議
及分析並沒有特定的投資目的、財務立場及任何特定收件者之特定需要。本報告只供收件者參閱，
並不構成有關收件者作出投資判斷的替代，收件者應尋求獨立的法律、稅務或財務意見以執行他
們的投資計劃。任何因使用本報告所引起之直接或間接的損失，本集團及其聯營公司概不負責。
本報告不能視為提出有關任何證券認購的邀約或有關招攬。本報告在沒有獲得本集團的同意之前，
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分發或發表。本集團及其聯營公司、其董事及/或其僱員與報告所提及的
證券可能持有倉位及可能進行交易，並可能為有關報告中所提及的公司提供或尋求提供經紀、銀
行及其它服務。直至報告完成的一天，本集團並無持有或間接持有所推介股份超過 1%的股票股
本權益。 

 

風險披露聲明 

 

證券價格可能非常波動。證券價格可升可跌，甚至變成毫無價值，認購首次公開發售證券並不保
證能夠賺取利潤，反而可能會招致部分或全部損失。投資創業板股份涉及很高的投資風險，尤其
是該等公司可在無需具備盈利往續及無需預測未來盈利走勢的情況下在創業板上市。創業板股份
價格可能會非常波動，並缺乏流動性。投資者應在仔細考慮後，才作出有關投資的決定。創業板
股份的較高風險性質及其它特點，意味著這個市場較適合專業及其它熟悉投資技巧的投資者。假
若投資者對創業板市場的性質及在創業板買賣的股份所涉及的風險有不明白之處，應尋求獨立的
專業意見才進行投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