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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4 14,707,178 9,646,384
服務成本 (9,678,641) (6,793,445)

 

毛利 5,028,537 2,852,939
其他收入 5 457,682 1,016,013
銷售開支 (5,978) (9,710)
行政開支 (4,041,682) (3,834,288)
其他收益 6 219,162 810,018
融資成本 (25,087) (59,459)

 

除稅前溢利 7 1,632,634 775,513
所得稅開支 8 (299,662) (38,432)

 

除稅後溢利，指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332,972 737,081
 

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後）

隨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海外運營所產生之貨幣換算差額 (325,834) 17,951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007,138 755,032
 

以下各方應佔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1,402,136 737,081
非控股權益 (69,164) –

 

期內溢利 1,332,972 737,081
 

以下各方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076,302 755,032
非控股權益 (69,164) –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007,138 755,032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 10 0.11分 0.0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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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29,961 1,044,941

使用權資產 442,369 785,060

投資物業 1,008,688 1,008,863

遞延稅項資產 189,386 189,386

其他應收款項 33,181 33,181
 

2,103,585 3,061,431
 

流動資產

存貨 897,928 873,637

貿易應收款項 11 5,740,553 1,464,816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8,327,741 4,866,142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8,386,287 8,735,795

可收回所得稅 2,546 46,168

銀行結餘及現金 14,261,423 14,637,357
 

37,616,478 30,623,915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10,879,326 4,986,789

合約負債 596,736 1,199,112

租賃負債 1,418,108 1,614,413

應付所得稅 517,896 432,454
 

13,412,066 8,232,768
 

流動資產淨值 24,204,412 22,39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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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02,293 254,012

遞延稅項負債 25,050 25,050
 

127,343 279,062
 

資產淨值 26,180,654 25,173,516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 2,142,414 2,142,414

股份溢價 14,958,400 14,958,400

合併儲備 1,350,000 1,350,000

貨幣換算儲備 (154,132) 171,154

累計溢利 8,204,536 6,802,621

非控股權益 (320,564) (251,073)
 

26,180,654 25,173,516
 

於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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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本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貨幣換算儲備 保留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總額 非控股權益 權益總額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2,142,414 14,958,400 1,350,000 24,968 7,014,643 25,490,425 – 25,490,425
期內溢利 – – – – 737,081 737,081 – 737,081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 – – 17,951 – 17,951 – 17,951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17,951 737,081 755,032 – 755,032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2,142,414 14,958,400 1,350,000 42,919 7,751,724 26,245,457 – 26,245,457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2,142,414 14,958,400 1,350,000 171,154 6,802,621 25,424,589 (251,073) 25,173,516
期內溢利 – – – – 1,402,136 1,402,136 (69,164) 1,332,972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 – – (325,286) (221) (325,507) (327) (325,834)

        

期內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 – – (325,286) 1,401,915 1,076,629 (69,491) 1,007,138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2,142,414 14,958,400 1,350,000 (154,132) 8,204,536 26,501,218 (320,564) 26,180,654

        

附註：

合併儲備指本公司發行的股份價值與就收購附屬公司根據權益結合法入賬的收購股份價值之間的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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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產生之現金流量

除稅前溢利 1,632,634 775,513

調整：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70,044 430,089

使用權資產折舊 341,933 1,139,851

投資物業折舊 1,509,637 1,463,163

融資成本 25,087 59,459

股息收入 (163,552) (74,468)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計量之 

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淨額 191,481 (79,23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淨額 (176,643) (275,009)

出售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計量之金融資產之 

虧損╱（收益） 234,610 (120,734)

租賃修改之收益 – (34,279)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撥回 (1,691) –

未變現匯兌收益 321,703 171,922 

營運資金變動前的經營溢利 4,185,243 3,456,274

存貨變動 (24,291) (65,388)

貿易應收款項變動 (4,275,737) 641,267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變動 (3,461,599) 949,389

合約資產變動 – –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變動 5,892,538 (2,333,646)

合約負債變動 (602,376) (773) 

經營產生的現金 1,713,778 2,647,123

（已付）╱退回所得稅 (170,598) (230,667) 

經營活動產生之現金淨額 1,543,180 2,416,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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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投資活動產生之現金流量

添置投資物業 (1,509,462) –

購買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111,389) (5,285,368)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18,882) (5,06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542,152 364,251

出售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計量之金融資產所得款項 34,806 6,851,773

收取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計量之金融資產之股息 163,552 74,468 

投資活動產生╱（所用）現金淨額 (899,223) 2,000,059
 

融資活動產生之現金流量

已付利息 (25,087) (59,459)

償還租賃負債 (347,266) (2,710,912)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372,353) (2,770,37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淨額 271,604 1,646,144

於期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4,637,357 18,602,537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影響 (647,538) (160,913) 

於期末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4,261,423 20,087,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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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二月十四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並登記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集團之直接及最

終控股公司為寶來國際有限公司。最終控股方為陳國寶先生，彼亦為本公司主席及執行董事。本公司

註冊辦事處位於P.O. Box 31119, Grand Pavilion, Hibiscus Way, 802 West Bay Road, Grand Cayman, 

KY1-1205 Cayman Islands。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根據公司條例（香港法例第622

章）（「香港公司條例」）第16部在香港註冊為非香港公司，其香港主要營業地點為香港上環皇后大

道中183號中遠大廈2503室。本公司之總部及新加坡主要營業地點位於31 Sungei Kadut Avenue, 

Singapore 729660。已發行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自二零一七年十月十七日起生效。

本公司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其經營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提供勞務派遣及配套服務、提供宿舍服務、

以及為建築及建造業提供資訊科技服務及建造配套服務以及提供微創手術解決方案產品。

本公司之功能貨幣為新加坡元（「新加坡元」），此亦為本公司及其主要附屬公司之呈列貨幣。

2. 集團重組及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呈列基準

為籌備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主板初步上市，本集團旗下公司進行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月

四日之招股章程附錄四「A.有關本公司的進一步資料－4.公司重組」一節之集團重組（「重組」）。

上述重組產生的本集團被視為持續實體。因此，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的編製包括本集團現時旗下

公司的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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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本集團已採納所有已生效且與其業務有關的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採納該等新訂╱

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並無導致本集團會計政策出現重大變動，亦無對

當前或過往期間所呈報的金額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於授權該等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日期，本集團並未應用任何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

4. 收益及分部資料

收益指就提供勞務派遣及配套服務、宿舍服務、資訊科技服務及建造配套服務而於客戶合約訂明的

代價，該等款項均源自新加坡，以及於中國銷售醫療產品。

本集團向執行董事（為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報告資料，以分配資源及評估

表現。主要營運決策者審閱按服務性質（即向建築項目承包商提供勞務派遣及配套服務、提供宿舍

服務、提供資訊科技服務及提供建造配套服務、銷售醫療設備）劃分的收益及期內整體溢利。概無定

期向主要營運決策者提供有關本集團業績或資產及負債的進一步詳細分析供其審閱。因此，僅按照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呈列有關實體服務、主要客戶及地區資料的披露。

本集團於各個期間內的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以下各項的收益隨時間確認：

提供勞務派遣及配套服務 6,782,648 6,830,862

提供宿舍服務 2,857,954 2,169,864

提供建造配套服務 201,134 455,907

提供資訊科技服務 214,350 169,950

提供微創手術解決方案產品 4,651,092 19,801
 

14,707,178 9,646,384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約收益的要求，截至報告期末分配至未完成（或部分完成）履

約義務的交易價格總額並未披露，原因為該等履約義務為原始預期一年或一年內到期之客戶合約之

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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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及分部資料（續）

主要客戶

並無個別客戶於各個期間內佔本集團總收益超過10%。

地區資料

本集團主要於新加坡（亦為註冊所在地）經營業務。根據所提供服務的所在地，幾乎所有收益均源自

新加坡，而本集團物業、廠房及設備主要位於新加坡及中國。來自銷售醫療設備的收益源自中國。

本集團於期內按地區劃分的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來自以下地區的已確認收益：

新加坡 10,056,086 9,626,583

中國 4,651,092 19,801
 

14,707,178 9,646,384
 

本集團於期內按地區劃分的物業、廠房及設備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位於以下地區的物業、廠房及設備：

新加坡 205,378 1,044,941

中國 224,583 –
 

429,961 1,044,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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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政府補助（附註a） 146,456 813,012

股權投資之股息收入 163,552 74,468

沒收客戶按金 – –

工傷╱工人賠償申索 46,286 27,964

分租收入 85,303 81,816

其他 16,085 18,753
 

457,682 1,016,013
 

附註：

a. 政府補助主要包括COVID-19就業扶持計劃（「就業扶持計劃」）及加薪補貼計劃（「加薪補貼

計劃」）。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根據就業扶持計劃分別收取補助

零新加坡元及672,779新加坡元，該計劃為僱主提供薪資支持，以協助彼等於COVID-19疫

情造成經濟不穩定期間留任本地僱員（新加坡公民及永久居民）。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根據加薪補貼計劃分別收取補

助146,456新加坡元及110,661新加坡元。根據該補貼計劃，新加坡政府通過以共同出資方

式於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二年向每月總收入5,000新加坡元或以下的新加坡公民僱員加薪

15%，而為新加坡註冊企業提供幫助。

其餘補貼乃為因達成已產生成本補償條件而收取的獎勵金或作為無未來相關費用且與任何

資產無關的直接財務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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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176,643 275,009

出售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虧損）╱收益 (234,610) 120,734

租賃修改之收益 – 34,279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191,481) 79,233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撥回 1,690 –

匯兌收益淨額 466,920 300,763
 

219,162 810,018
 

7. 除稅前溢利

期內除稅前溢利已扣除以下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70,044 536,551

使用權資產折舊 341,933 1,034,385

投資物業折舊 1,509,637 1,463,163

工人及員工成本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3,703,560 4,090,994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330,945 359,867

－外籍工人徵費（附註） 811,488 1,355,422
 

工人及員工成本總額 4,845,993 5,806,283
 

投資物業總租金收入 2,857,954 2,169,864

減： 就期內產生租金收入之投資物業產生之直接 

經營開支 (1,887,239) (1,875,881)
 

970,715 293,983
 

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新加坡政府向僱主按月提供徵費退稅，徵費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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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開支

新加坡企業所得稅按自新加坡產生的估計應課稅溢利的17%（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17%)的稅率

計提撥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稅項開支包括：

即期稅項－新加坡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299,662 38,432
 

9. 股息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並無派付或宣派股息。

10.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按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新加坡元） 1,402,136 737,081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230,000,000 1,230,000,000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新加坡分） 0.11 0.06
 

每股基本盈利乃基於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及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由於本集團並無可轉換為股份的攤薄證券，因此

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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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應收款項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 6,807,602 2,531,865

減：虧損撥備 (1,067,049) (1,067,049)
 

5,740,553 1,464,816
 

就貿易應收款項授予客戶的信貸期自發票日期起計介乎3至30日。於接納任何新客戶前，本集團已按

個別基準評估潛在客戶的信貸質素並釐定各客戶的信貸額度。授予客戶的額度會每年檢討一次。

以下為於各報告期末按逾期日期呈列的貿易應收款項（扣除虧損撥備）分析：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逾期 4,423,509 862,358

1至30日 927,526 501,491

31至60日 (194) 100,934

61至90日 88,134 46

91至180日 251,860 179

181至365日 51,625 (533)

超過365日 (1,907) 341
 

5,740,553 1,464,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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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5,822,877 263,732

應計經營開支 1,186,571 2,471,598

其他應付款項

應付貨品及服務稅 815,905 826,009

已收客戶按金 2,672,918 1,183,971

其他 381,055 241,479
 

10,879,326 4,986,789
 

以下為於各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的貿易應付款項賬齡分析：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日內 5,734,749 153,367

31日至90日 765 22,192

超過90日 87,363 88,173
 

5,822,877 263,732
 

有關自供應商採購的信貸期介乎7至60日或於交付時支付。

13. 股本

股份數目 面值 股本

港元 港元

法定：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及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2,000,000,000 0.01 20,000,000

股份數目 股本

新加坡元

已發行及繳足普通股：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及 

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230,000,000 2,142,414



18中期報告2022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與展望

本集團是一家位於新加坡的服務供應商，主要在新加坡共和國（「新加坡」）向建築及建造承包

商提供勞務派遣及配套服務。本集團亦（規模相對較小）在新加坡提供宿舍服務、資訊科技服務

及建造配套服務（包括倉儲服務、清潔服務以及樓宇保養工程）以及在中國提供微創手術解決

方案產品。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開始在新加坡從事提供勞務派遣服務業務。

於回顧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內」或「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本集團錄得收

益約14.7百萬新加坡元，較上一期間大幅增加約52.5%，而毛利由二零二一年同期（「二零二一

年上半年」）的約2.9百萬新加坡元上升至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的約5.0百萬新加坡元，原因為在限

制放寬後，由於工人行動管制、工地的額外安全管理措施及其他法規對人力的影響，復工步伐

緩慢。期內收益增加乃主要由於在中國營運的微創手術解決方案產品分部。

根據新加坡貿工部二零二二年七月十四日發佈的預估，新加坡經濟於二零二二年第二季度同比

增長4.8%。於二零二二年第二季度，建造業同比擴張3.8%。建造活動在本季度有所回升，部分

原因為放寬外勞的入境限制。就絕對值而言，該行業的增值仍比疫情前水平低23.7%，乃由於

恢復外勞流入需時，令勞動力持續短缺。

就此背景，本集團預期於二零二二年建造業經營狀況仍將面臨挑戰。

誠如二零二一年三月二日宣佈，今海科技發展（寧波）有限公司（「今海科技」，本公司一間全資

附屬公司）與劉鐳先生及俞海波女士訂立組織章程細則（「合營公司細則」），據此，訂約各方已

同意成立上海今海醫療科技有限公司（「今海醫療」），註冊資本為人民幣30,000,000元。考慮

到預期對優質醫療服務的需求將不斷增長，尤其是在疫情期間，董事會認為，成立今海醫療為

本集團提供進入醫療解決方案行業的機會，以進一步擴大其客戶基礎及收益來源。董事會相信

透過投資新業務，不僅將產生潛在巨大商業價值且於其他國家可長遠達成及建立更多醫療解決

方案及聯繫。期內，本集團為今海醫療注入額外股本人民幣3百萬元。

董事會將於出現重大進展時隨時向股東通報。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今海醫療的實繳股本

為人民幣13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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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益

本集團的收益由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約9.6百萬新加坡元增加至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約14.7百萬新

加坡元。下表載列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及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所示的收益明細：

二零二二年

上半年

二零二一年

上半年

增加╱

（減少）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勞務派遣及配套服務 6,782,648 6,830,862 (48,214)

宿舍服務 2,857,954 2,169,864 688,090

建造配套服務 201,134 455,907 (254,773)

資訊科技服務 214,350 169,950 44,400

醫療產品 4,651,092 19,801 4,631,291
 

14,707,178 9,646,384 5,060,794
 

勞務派遣及配套服務收益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為約6.8百萬新加坡元，而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則

為約6.8百萬新加坡元，維持不變，乃歸因於人力持續短缺，二零二二年以來的復工步伐緩慢，

並需要時間才能恢復。

宿舍服務收益由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約2.2百萬新加坡元增加至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的約2.9百萬

新加坡元，主要由於入住率上升。新增外籍工人宿舍的選址被推遲。董事會於物色物業方面採

取審慎方針，其須既物有所值亦能夠承受物業市場的任何可能下行狀況，從而確保充分保障股

東價值。本集團希望於未來12個月能夠覓得一處價格合理並適合其業務需求之物業，惟須視市

況而定。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建造配套服務收益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減少約0.3百萬新加坡元。此乃主要

由於已租出工業空間減少而使倉儲服務之銷售下跌。

資訊科技服務收益增加乃主要由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我們唯一的資訊科技客戶所需的維護及

支持日數上升。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微創手術解決方案產品收益增加約4.6百萬新加坡元，其產生自本集團在中

國的附屬公司，乃因於COVID-19疫情期間將業務分散至中國市場以平衡側重新加坡市場的收

益的結果。



20中期報告2022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的毛利由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約2.9百萬新加坡元增加至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的約5.0百萬

新加坡元，而毛利率由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約29.6%上升至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的約34.2%。這

主要由於 (i)上述提及的醫療產品活動增加，及 (ii)宿舍服務慢慢恢復。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由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約1.0百萬新加坡元減少至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的約0.5百萬新加

坡元，乃主要由於隨著經濟逐漸恢復，政府補助逐漸減少。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由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約3.8百萬新加坡元增加至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約4.0百萬新加坡元，

主要由於COVID-19疫情後建造業工程慢慢恢復。

其他收益

其他收益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減少約0.59百萬新加坡元乃主要由於 (i)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

收益及 (ii)公平值變化及出售股權投資之收益╱虧損，部分被重估以港元（「港元」）（其於二零

二二年上半年兌新加坡元（「新加坡元」）升值）計值的銀行結餘的匯兌收益淨額增加所抵銷。

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由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38,000新加坡元增加至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的0.3百萬新加坡元，

主要由於期內錄得較高的應課稅溢利所致。

期內溢利

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錄得溢利約1.40百萬新加坡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0.74百萬新加

坡元），主要歸因於COVID-19疫情後業務慢慢恢復。本集團已實施更嚴格的成本管理措施，並

於中國開展新業務線，以分散業務風險。

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向本公司股東（「股東」）派付期內之中期股息（二零二一年上半年：零新加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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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產負債率

流動資金

本集團一般以其內部資金滿足其營運資金需要，並維持穩健的財務狀況。於本公司股份（「股份」）

於二零一七年十月十七日（「上市日期」）於聯交所主板上市（「上市」）後，本集團的資金來源由

內部資金及上市之所得款項淨額組成。

庫務政策

本集團已就其庫務政策採納審慎的財務管理方針，因此於期內維持穩健的財務狀況。董事會密

切監察本集團之流動資金狀況以保證本集團之資產、負債及其他承擔的流動資金架構能夠隨時

滿足其資金需要。

股份發售之所得款項用途

上市之所得款項淨額約為82.6百萬港元（相當於約14.1百萬新加坡元）（經扣除包銷費用及上

市開支）。下表載列上市日期至二零二二年六月的所得款項淨額的擬議用途：

所得款項淨額的擬定用途 原始分配

於

二零二零年

十月十六日的

經修訂分配

於

二零二一年

三月二日的

經修訂分配

於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所得款項淨額的

已動用金額

於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所得款項淨額的

未動用金額

於

本中期報告

日期所得款項

淨額的未動用金額

悉數動用未動用

所得款項淨額的

預期時間表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部分用於為以估計代價162.0百萬 
港元增購一間外籍工人宿舍 
撥資

77.1 61.3 46.6 – 46.6 46.6 二零二四年六月 
結束前（附註4）

為增購10輛卡車撥資 5.5 3.7 3.7 1.8 1.9 1.9 二零二三年六月 
結束前（附註5）

為投資證券撥資 – 10.0
（附註1）

10.0 10.0 – – 不適用

用於償還該貸款 – 5.8
（附註2）

–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為今海醫療注入註冊資本 – – 20.5
（附註3）

15.5 5.0 5.0 二零二三年十月 
結束前（附註6）

總計 82.6 80.8 80.8 27.3 53.5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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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1：

鑒於新加坡先前因新型冠狀病毒而封鎖，新增外籍工人宿舍的選址被推遲。為產生較佳的短期收益及提高本

公司閒置現金的收益率，本公司重新分配約10.0百萬港元至於公開市場收購若干上市證券。詳情請參閱本公

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十月十六日之公告（「二零二零年十月公告」）。

附註2：

根據二零二零年十月公告，陳國寶先生（本公司控股股東兼主席）就收購上海雲之初資訊科技有限公司（「收

購事項」）墊付該貸款予本公司。根據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二日之公告，由於收購事項的若干先

決條件無法達成，收購事項已終止，因此，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用於償還該貸款被推遲。

附註3：

儘管積極物色合適的宿舍進行收購，惟先前因新型冠狀病毒導致的新加坡封鎖及市場狀況，新增外籍工人宿

舍的選址被推遲。為產生較佳的收益及推動本公司的長期發展，本公司重新分配 (i)增購外籍工人宿舍及 (ii)償

還該貸款的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分別約14.7百萬港元及5.8百萬港元至成立合營公司。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

為二零二一年三月二日及二零二一年四月十六日之公告（「該等公告」）。

附註4：

誠如該等公告所述，本公司已持續積極地尋找合適的外籍工人宿舍。然而，新加坡物業市場出現波動，與二零

一八年相比維持在相對較高的水平。因此，本公司維持謹慎態度，並嘗試尋找物有所值且又能抵禦物業市場

可能出現的低迷的物業。倘本公司成功增購外籍工人宿舍，其將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的規

定及適時作出進一步公告。

附註5：

由於本集團提供勞務派遣及配套服務之分部的業務表現自二零一九年起連續下滑，對額外卡車的直接需要已

有所減少。因此，本集團延遲動用作有關用途之餘下所得款項淨額的預期時間至二零二三年六月結束前。

附註6：

誠如該等公告所述，今海醫療之業務處於籌備階段。本公司預計該等公告所述之資本支出將在二零二一年四

月起30個月內逐步支付，惟視乎取得所需營業證明之進度及今海醫療之業務狀況而定。於二零二二年六月

三十日，本公司已向今海醫療投資人民幣13.0百萬元，作為其部分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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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14.3百萬新加坡元，均存放於新加坡、

中國及香港的大型持牌銀行，其中分別約54.3%以新加坡元計值、約31.2%以人民幣計值及約

14.5%以港元計值。以美元（「美元」）計值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較少。

借款及資產負債率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即期及非即期租賃負債合共約為1.5百萬新加坡元，而於二

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約1.9百萬新加坡元。該減少乃由於期內償還租賃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之資產負債率約為5.8%（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7.4%)。資產負債率乃按有關年結日之總借款（包括租賃負債）除以總權益再乘以100%計算。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可供支取現金的尚未動用銀

行融資約527,639新加坡元。

外匯風險

本集團主要以新加坡元（本集團所有實體之功能貨幣）進行交易。

然而，本集團保留之大部分股份發售所得款項以港元計值，而由於港元兌新加坡元升值，導致

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本集團錄得未變現匯兌收益約0.5百萬新加坡元。

本集團之資產抵押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若干租賃負債乃以總賬面淨值約0.11百萬新加坡元（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0.22百萬新加坡元）之租賃資產之質押作抵押。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資本開支及資本承擔

本集團之資本開支主要包括汽車、電腦及設備、傢俬及裝置的開支。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上半

年及二零二一年上半年分別就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錄得資本開支約19,000新加坡元及零新加

坡元。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本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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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有重大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

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並無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上市股票投資之公平值分

別約為8.4百萬新加坡元及8.7百萬新加坡元。

自二零二零年年初以來，COVID-19在全球範圍爆發，新加坡的經濟前景及金融市場仍不明朗。

鑒於此等不確定因素及現行市況，本集團決定採取更有效方法管理其內部所產生的資金，以於

公開市場收購若干上市證券。上市股票投資為本集團提供了通過股息收入及公平值收益獲得回

報的機會。該等證券並無固定到期日或票面利率。該等證券的公平值乃按照期內最後一個市場

日的收市價計算。

資產負債表外交易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重大資產負債表外交易。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約360名僱員（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45名），

包括外籍工人。

本集團根據僱員的資格、職位及資歷釐定僱員工資。為吸引及保留有價值的僱員，本集團會對

我們僱員的表現進行評估，並將其作為年度工資評估及晉升考核的考慮因素。本集團已採取一

項銷售激勵計劃，據此，我們的銷售經理可就其從客戶獲得的任何勞務派遣合約的相關派遣時

數獲得銷售佣金。

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及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產生的工人及員工成本（包括董事及主要行政

人員薪酬以及其他員工之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分別為約3.7百萬新加坡元及4.1百萬新加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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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市場風險的定量及定性披露

利率風險

本集團因銀行結餘所賺取利息的浮動利率而面臨現金流量利率風險。本集團亦面臨有關定息融

資租賃承擔的公平值利率風險。

本集團目前並無利率對沖政策。然而，管理層監察利率風險，並將於必要時考慮利率對沖。

外幣風險

本集團擁有以美元、人民幣及港元（非有關集團實體的功能貨幣）計值的若干銀行結餘、按公平

值計入損益計量的金融資產、貿易應收款項及應付款項，而此使本集團面臨外幣風險。

本集團透過密切監察匯率變動管理風險。

信貸風險

為減少信貸風險，本集團設有釐定信貸限額、信貸審批及其他監察程序的政策以確保採取跟進

措施收回逾期債務。於接納任何新客戶之前，本集團對客戶的信貸風險進行研究並評估客戶的

信貸質素及界定客戶的信貸限額。分配予客戶的額度在必要時會予以檢討。

此外，本集團於各個報告期末審閱各單項貿易債務的可收回金額以確保就不可收回金額計提足

夠的減值虧損撥備。本集團就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的預期信貸虧損（「預期信貸虧損」）確認虧

損撥備。於各報告日期更新預期信貸虧損金額，以反映自首次確認有關金融工具以來信貸風險

的變化。就此而言，本集團管理層認為本集團的信貸風險已大幅減少。

流動資金風險

於管理流動資金風險時，本集團會監察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水平，將其維持於管理層認為充足的

水平，以撥付本集團的營運所需及減低現金流量波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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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值風險

本集團面臨來自以經常性及非經常性基準按公平值計量的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公平值風險。

股本價格風險

本集團面臨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權益工具所產生的股本風險。為管理股本證券投資產生

的價格風險，本集團多元化其組合。

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的權

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今海國際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及最高行政

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

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 (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該等條文彼等被當作或

視為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 (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登記或已登記於由本公司存置

之登記冊內之權益及淡倉；或 (c)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

準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每股面值0.01港元股份（「股份」）的好倉

董事姓名 身份╱權益性質

擁有權益或持有

的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權益

概約百分比

陳國寶先生（「陳先生」） 

（附註） 受控制法團權益 632,500,000 51.42%

附註：

陳先生（寶來國際有限公司（「寶來」）的唯一董事），為持有632,500,000股股份的寶來的唯一股東。因此，陳

先生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於寶來所持本公司股份權益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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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就董事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所悉，本公司董

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概無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 (a)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之該等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作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 (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

須登記於該條例所述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或 (c)根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

或淡倉。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據董事所知，下列人士及實體（除董事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外）於

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須登記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的本公司登記冊內的權益

或淡倉：

於本公司每股面值0.01港元股份的好倉

股東姓名╱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擁有權益或持有

的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份概約百分比

寶來 實益擁有人 632,500,000 51.42%

陳先生（附註） 受控制法團權益 632,500,000 51.42%

蔣霞宏女士（附註） 配偶權益 632,500,000 51.42%

附註：

寶來的全部已發行股本由陳先生實益擁有。蔣霞宏女士為陳先生的配偶，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於

陳先生透過其受控制法團持有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就董事所知或獲知會，概無其他人士或實體（除

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外）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須登記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336條存置的登記冊內的權益及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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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並無採納任何購股權計劃。

董事購入股份或債權證之權利

除上文「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的權益及淡倉」

一節所披露者外：

(a) 本公司、其任何附屬公司或同系附屬公司概無於期內任何時間訂立任何安排，致使董

事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定義見上市規則）可透過購買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

份或債權證獲取利益；及

(b) 董事或彼等之配偶或未年滿18歲之子女亦無擁有認購本公司證券之任何權利，亦無於

期內行使任何有關權利。

董事資料之變更

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須予披露本公司自二零二一年年報日期起及直至本中期報告日期

董事資料之變更載列如下：

柴志敏先生已辭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之成員，自

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起生效，而楊美華女士已獲委任為本公司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

員會、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之成員，自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起生效。有關詳情，請參閱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之公告。

楊福康先生已辭任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及審核委員成員，自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九日起生效。有

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九日之公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其他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而予以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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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期後事項

除本中期報告所披露者外，董事確認，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後及直至本中期報告日期，並

無發生任何影響本集團的重大事項。

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期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均無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任何上市證券。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經本公司向每位董事作出特定查詢

後，所有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期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及其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

標準守則亦適用於本集團其他特定高級管理層人員買賣本公司證券的情況。

董事及控股股東於競爭業務之權益

期內，董事及本公司控股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或彼等各自緊密聯繫人（定義見上市規則）概

無在直接或間接與本集團的業務競爭或可能競爭的本集團業務之外的任何業務中擁有權益，且

概無與本集團存在或可能存在任何其他利益衝突。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期內，本公司已應用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的原則並採納

其中所有適用的守則條文作為其自身的企業管治守則。

期內，本公司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所有適用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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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期內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包括中期報告），已與本公司管理層討論並

認為該等財務資料及報告乃按適用會計準則、上市規則及其他適用法律規定編製，且本公司審

核委員會對已作出之充足披露並無異議。

代表董事會 

今海國際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會主席兼執行董事  

陳國寶

香港，二零二二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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