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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董事會
執行董事
冼國持先生（行政總裁） 
 （於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一日獲委任為主席， 

 於二零二三年一月十八日不再擔任主席）
何志遠先生（於二零二三年一月十八日獲委任）
李沛新先生（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五日暫停職務，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十四日辭任）
劉麗菁女士（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五日暫停職務，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十四日辭任）
李嘉豪先生（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五日暫停職務，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十四日辭任）

非執行董事
李嘉俊先生（於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一日辭任）

獨立非執行董事
歐陽偉基先生
謝嘉政先生
張俊文先生
梁福順先生（主席）
 （於二零二三年一月十八日獲委任為主席）

審核委員會
謝嘉政先生（主席）
歐陽偉基先生
張俊文先生

薪酬委員會
歐陽偉基先生（主席）
張俊文先生
謝嘉政先生

提名委員會
張俊文先生（主席）
歐陽偉基先生
謝嘉政先生

公司秘書
徐文龍先生

授權代表（就上市規則而言）
冼國持先生
徐文龍先生

總部及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九龍油塘
四山街18–20號
油塘工業大廈4座
地下高層B室

註冊辦事處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開曼群島主要股份過戶登記處
Conyers Trust Company (Cayman) Limited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
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54樓

核數師
羅申美會計師事務所

主要往來銀行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中國銀行惠州瀝林支行
中國農業銀行惠州瀝林支行

股份代號
1894

公司網址
http://www.hy-engineer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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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恒益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或「我們」）主要於香港以「恒益」品牌，提供鋼鐵及金
屬工程服務，範圍涵蓋建築項目設計、製造、供應及安裝鋼鐵及金屬產品。

業務回顧

展望

儘管有2019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香港建築業前景依然明朗，並應受惠於香港政府針對房屋問題採取的堅定立場。鑑
於香港政府的房屋及基建刺激計劃，本集團將於未來數年專注於香港的建築業務。誠如施政報告所述，香港政府致力
透過在未來五年大幅增加整體公共房屋建屋量約50%至158,000個以解決房屋問題。行政長官致力透過推出先導計劃鼓
勵私人發展商參與資助出售單位發展，進一步增加部分公共房屋供應，以及加速造地及長遠建立土地儲備。所有該等
政府政策及策略均為建築業的利好訊號。因此，預期對鋼鐵及金屬產品、鋼閘、閘門及防火級門的需求將會增加，因
為該等產品是新樓宇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於本集團主要專注於公共租住房屋行業的鋼鐵及金屬工程服務，香港政府的
有關政策及決定將對本集團有利，並為本集團專注發展核心業務帶來莫大鼓舞。

然而，熟練工人短缺、建築成本高昂及競爭日多仍將是建築業的主要挑戰。因此，成本控制及新建築技術將是成功的
關鍵。本集團將維持創新力，並致力保持於香港的地位。

本集團的表現

報告期內的整體經營環境仍然艱難，成本上漲及建築進度延遲均對本集團的業務表現構成負面影響。因此，儘管收益
維持穩定，錄得總收益約111.4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09.7百萬港元），本公司股東應佔純
利由二零二一年約14.5百萬港元減少約8.1百萬港元至二零二二年約6.4百萬港元，主要由於經營成本上漲及接納銷售溢
利率較低的鋼鐵及金屬項目所致。管理層將繼續致力於成本管理及提升生產力，從而令本集團做好準備，把握日後機
遇。在行政長官二零二二年施政報告（「施政報告」）中，香港政府（「香港政府」）建議多項政策促進經濟發展，如加快興
建公共房屋及發展北部都會區，為建造業及本集團提供良機。雖然我們對業務前景抱持樂觀態度，管理層將在面對業
務環境波動時保持審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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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收益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的整體收益由約109.7百萬港元增加至約111.4百萬港元，較二零二一年相應期間增加約1.7百萬港
元或約1.6%。

提供鋼鐵及金屬工程服務的收益由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99.9百萬港元減少約3.4百萬港元或約3.4%至
報告期約96.5百萬港元。

銷售鋼鐵及金屬產品的收益由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9.8百萬港元增加約5.1百萬港元或約52.0%至報告
期約14.9百萬港元。

直接成本

本集團的直接成本主要包括直接材料成本、直接勞工成本、安裝服務費及其他成本。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的直接成本約為95.0百萬港元，較二零二一年相應期間的直接成本約82.2百萬港元增加約12.8百萬
港元或約15.5%。有關增加乃主要由於材料成本及直接勞工成本增加所致。

毛利及毛利率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的毛利由約27.4百萬港元減少至約16.4百萬港元，較二零二一年相應期間減少約11.6百萬港元或約
40.0%。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25.0%下跌至報告期約14.8%。於報告期的毛利減少乃主要由
於：（i）於報告期內，建築項目因疫情而長期延誤，導致勞工短缺及延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運送建築材料至
香港等問題，建築項目的進度因而受到影響，其影響了我們的計劃工作及生產進度，以及使本集團接受溢利率較低的
訂單以應對艱難時期；及（ii）因防疫措施導致跨境運輸成本大幅增加。

其他收入以及其他收益及虧損

報告期的其他收入以及其他收益及虧損主要包括於報告期內所收取由香港特區政府設立的「防疫抗疫基金」下的「二零
二二年保就業計劃」授出的補貼3.3百萬港元。

相應期間的其他收入主要包括收回有關事故交易的虧損3.0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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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行政開支

於報告期內，行政開支由約13.8百萬港元減少至約12.3百萬港元，較二零二一年相應期間減少約1.5百萬港元或約10.8%。
行政開支減少乃主要由於中國辦事處的營運成本減少所致。

所得稅開支

報告期內的所得稅開支約為1.2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2.4百萬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由於上文所述，報告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6.4百萬港元，較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本公司擁
有人應佔溢利約14.5百萬港元減少約8.1百萬港元。

資產負債率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率（按相關期間末的計息債務總額除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總權益再乘以
100%計算）約為2.0%（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約2.2%）。

流動資金、財務狀況及資本架構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本架構包括股本約165百萬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約162百萬港元）及
銀行借貸3.9百萬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4.0百萬港元），詳述於下文「借貸」一段。

本集團於報告期內維持穩健的財務狀況。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結餘及現金總額約為59.7百萬港元
（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約54.9百萬港元）。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約為143.7百萬港元，
較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約38.0百萬港元增加約5.7百萬港元。

借貸

本集團債務融資的主要來源主要為銀行借貸。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借貸約為4.1百萬港元（二零
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4.0百萬港元）。

於報告期內，恒益捲閘已違反有關本集團債務資產比率規定的若干財務契諾條款，其構成銀行與銀行借貸總額約
3,850,000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3,960,000港元）有關的提早償還選擇權。銀行並無要求提早償還銀行借貸。
儘管上文所述，本公司董事認為有足夠的替代融資來源可確保本集團的持續經營不受威脅。銀行借貸按香港銀行同業
拆息（「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0.8%年利率（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0.8%年利率）的浮動利率計
息。



6恒益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二二年中期報告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外匯風險

本集團賺取的收益主要以港元（「港元」）計值，而產生的成本則以人民幣（「人民幣」）及港元計值。本集團因其中國核心
業務所產生的港元與人民幣之間波動而面臨外匯風險。為盡量減低該兩種貨幣之間的外匯風險，本集團一般以該兩種
貨幣持有足以應付本集團三至四個月經營現金流量需求的現金結餘。於報告期內，本集團概無因貨幣匯率波動而導致
其營運或流動資金受到任何重大影響，亦無採納任何貨幣對沖政策或任何對沖工具。本集團將繼續監察外匯風險並會
在有需要時考慮對沖重大外匯風險。

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除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的招股章程，以及本公司截至本報告日期所作出的公告所披露者外，於二零
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其他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計劃。

資本開支及承擔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投資約0.9百萬港元以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就收購若干廠房及設備而於綜合財務報表中列作已訂約但未撥備之開支（二零
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人民幣0.6百萬元）。

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人壽保險保單投資的價值約為5.4百萬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5.3百萬港元），其已抵押予多間銀行，以取得授予本集團的一般融資。

訴訟、申索及不合規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涉及任何重大的訴訟或仲裁，就董事所知亦無針對本集團之待決或對本集團構
成威脅的重大訴訟或申索。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報告期宣派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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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僱員及薪酬政策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共282名全職僱員，其中137名位於香港，餘下僱員均位於中國。僱員的薪酬
待遇根據其資歷、職位及經驗釐定。本集團已設計年度審閱制度，以評估其僱員表現，構成其作出有關加薪、花紅及
晉升決定的基礎。

本集團致力為現有員工及新員工不時提供內部培訓及研討會。例如，我們向前線工人提供職業安全及技術技能方面的
培訓，而管理層及董事則出席企業管治、財務報告、投資者關係及公共關係的課程。

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於上市後透過全球發售已募集所得款項總額約161.5百萬港元。經扣除上市開支後，所得款項淨額約為130.0百
萬港元。有關所得款項淨額擬按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未來計劃及所得款
項用途」一節所披露的相同方法及相同比例應用，下表載列建議應用方式及使用狀況。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全球發售的所得款項淨額的用途如下：

計劃

於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已使用的 

所得款項淨額

於截至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止期間 

已使用的 

所得款項淨額

於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已使用的 

所得款項淨額 未使用 估計時間表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附註）

採購機器置換及提升本集
團產能 51,200 15,537 892 16,429 34,771

二零二二年至
二零二四年

擴充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
的勞工隊伍 33,700 21,766 5,083 26,849 6,851

二零二二年至
二零二四年

翻新及重新設計本集團現
有生產設施 24,100 903 — 903 23,197

二零二二年至
二零二四年

購買貨車
5,000 2,853 — 2,853 2,147

二零二二年至
二零二四年

升級本集團資訊科技系統
及設備 3,500 3,500 — 3,500 — 已悉數動用
一般營運資金 12,500 12,500 — 12,500 — 已悉數動用

130,000 57,059 5,975 63,034 66,966

附註：  動用餘下所得款項之估計時間表，乃根據本集團對未來市況的最佳估計而作出，並可因當前市況及未來發展而有所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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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未如計劃般動用所得款項作(a)擴充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的勞工隊伍；及(b)翻新及
重新設計本集團的現有生產設施。延遲動用所得款項乃由於2019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已大幅影響建築時間及成本。

就有關採購機器置換及提升本集團產能的結餘而言，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已使用的所得款項淨額包括有關涉嫌
虛假交易的金額9.5百萬港元。本集團將繼續採取行動收回未償還金額。

本集團將繼續根據招股章程「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一節的披露，應用所得款項淨額。

購股權計劃

為確認合資格參與者曾經或可能對本集團作出的貢獻，鼓勵合資格參與者提升表現及效率以使本集團受惠，並吸引及
挽留其貢獻會、將來或預期會使本集團受益的合資格參與者或與彼等另行維持持續的業務關係，本公司已於二零一八
年九月十九日有條件採納購股權計劃（已於上市後成為無條件）（「購股權計劃」）。

購股權計劃的主要條款概要已於二零二一╱二二年年報第34至35頁中披露。

購股權於報告期的變動如下：

承授人類別 授出日期 可行使期間
每股 

行使價 授出
於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沒收
於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港元）

董事、高級管理層及 

其他僱員
二零一九年 

一月十一日
二零二二年一月十一日至 

二零二四年一月十日
1.53 4,400,000 3,850,000 (320,000) 3,530,000

二零二三年一月十一日至 

二零二四年一月十日
1.53 4,400,000 3,850,000 (320,000) 3,5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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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董事及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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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XV部）的
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被視為擁有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登記於該條所指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
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如下：

董事姓名 身份╱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附註1）

於本公司的
概約持股百分比

李沛新先生 

（「李沛新先生」）（附註2）

受控法團權益及配偶權益 513,155,000(L) 66.85%

劉麗菁女士 

（「劉女士」）（附註3）

受控法團權益及配偶權益 513,155,000(L) 66.85%

冼國持先生（「冼先生」） 實益擁有人 350,000(L)（附註4） 0.05%

附註：

1. 字母「L」代表董事於股份的好倉。

2. 李沛新先生實益擁有HY Steel Company Limited（「HY Steel」）70%的已發行股本。李沛新先生為劉女士的配偶，並被視為於劉女士
所持有HY Steel 30%的已發行股本中擁有權益。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李沛新先生被視為於HY Steel持有的全部股份中擁
有權益。李沛新先生亦為HY Steel的董事。

3. 劉女士實益擁有HY Steel 30%的已發行股本。劉女士為李沛新先生的配偶，並被視為於李沛新先生所持有HY Steel 70%的已發行
股本中擁有權益。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劉女士被視為於HY Steel持有的全部股份中擁有權益。劉女士亦為HY Steel的董
事。

4. 該等權益指於二零一九年一月十一日根據購股權計劃授予冼先生的購股權，可於二零二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零二四年一月十
日期間行使。購股權計劃的詳情載於二零二一╱二二年年報第34至35頁。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概無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任何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已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知會本公
司及聯交所的任何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被當作或被視為擁有的權益或淡倉），或登記於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予存置的登記冊內或根據標準守則另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任何權益或淡倉。



10恒益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二二年中期報告

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據任何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所知悉或另行獲知會，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

及3分部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存置的登記冊中所記錄於股份或本公司相關股份中
擁有權益或淡倉的法團或個人（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除外）的詳情如下：

股東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附註1）

於本公司的
概約持股百分比

HY Steel（附註2） 實益擁有人 513,155,000(L) 66.85%

附註：

1. 字母「L」代表主要股東於股份的好倉。

2. HY Steel分別由李沛新先生及劉女士擁有70%及30%。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董事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並不知悉任何其他人士（董事或本公司最
高行政人員除外）於股份或本公司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的條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
所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本公司須存置的登記冊中所記錄的權益或淡倉。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標準守則作為其自身規管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均確
認彼等已於報告期內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交易必守標準。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報告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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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治

董事會已審閱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常規，並信納本公司於報告期內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
治守則」）載列的守則條文，惟下述偏離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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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C.2.1條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而不應由同一人兼任。冼先生於李嘉俊先
生在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一日辭任後擔任該兩個職位。冼先生主要負責監督本集團的整體營運及管理、策略規劃及主
要決策，在策略規劃及監察本集團日常業務方面富有經驗。董事會認為由同一人兼任主席與行政總裁角色，可讓本公
司更有效及高效地制定長遠業務策略以及執行業務計劃。權力及權責平衡乃通過高級管理層及董事會（由經驗豐富的
優秀人才組成）運作得到保證。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因此其組成具有高
獨立元素。

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C.1.8條規定，本公司應就董事可能會面對的法律行動作適當的投保安排。於報告期內，本
公司並無就其董事可能會面對的法律行動作適當的投保安排，本公司正在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的規定與保險公司安排重
續董事及高級職員責任保險。

未能遵守主板上市規則

本公司未能於適當時候遵守以下上市規則項下的財務報告條文：(i)公佈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
績；及(ii)刊發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有關延誤構成違反上市規則第13.49(6)條。

充足公眾持股量

根據本公司可公開獲得的資料及就董事會所知，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已維持上市規則所規定的公眾持股量。

審核委員會審閱中期報告及中期業績

於報告期內，董事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謝嘉政先生（主席）、歐陽偉基先生及
張俊文先生。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並批准本集團於報告期內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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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4 111,401 109,666

直接成本 (94,952) (82,242) 

毛利 16,449 27,424

其他收入以及其他收益及虧損 5 3,175 3,286

行政開支 (12,329) (13,794)

融資成本 6 (23) (273) 

除稅前溢利 7 7,272 16,643

所得稅開支 8 (1,188) (2,378) 

期內溢利 6,084 14,265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6,399 14,525

非控股權益 (315) (260) 

6,084 14,265
 

每股盈利 — 基本（港仙） 9 0.8 1.9
 

— 攤薄（港仙） 9 0.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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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 6,084 14,265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3,078) 575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3,006 14,840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808 14,795

非控股權益 198 45 

3,008 14,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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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925 14,793

使用權資產 3,308 3,786

於一間聯營公司的權益 —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5,392 5,343

按金 22 379 

21,647 24,301 

流動資產
存貨 23,917 34,879

貿易應收款項 11 30,438 20,943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1,061 5,777

合約資產 53,445 50,234

即期稅項資產 3,033 2,07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9,725 54,923 

171,619 168,831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應計費用 12 23,499 26,143

合約負債 522 260

租賃負債 66 66

銀行借貸 3,850 3,960

即期稅項負債 — 380 

27,937 30,809 

流動資產淨額 143,682 138,02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65,329 16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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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撥備 161 161

遞延稅項負債 79 79 

240 240 

資產淨額 165,089 162,08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7,676 7,676

儲備 189,661 186,85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97,337 194,529

非控股權益 (32,248) (32,446) 

165,089 162,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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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股本 股份溢價
法定

盈餘儲備
購股權 
儲備 其他儲備 換算儲備 保留溢利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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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一日 
（經審核） 7,676 154,701 663 5,124 10 2,597 23,758 194,529 (32,446) 162,083

          

期內溢利 — — — — — — 6,399 6,399 (315) 6,084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 
差額 — — — — — (3,591) — (3,591) 513 (3,078)          

期內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 — — — — (3,591) 6,399 2,808 198 3,006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7,676 154,701 663 5,124 10 (994) 30,157 197,337 (32,248) 165,089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 
（經審核） 7,676 154,701 663 5,124 10 1,768 4,080 174,022 (33,570) 140,452

          

期內溢利 — — — — — — 14,525 14,525 (260) 14,265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 
差額 — — — — — 270 — 270 305 575          

期內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 — — — — 270 14,525 14,795 45 14,840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7,676 154,701 663 5,124 10 2,038 18,605 188,817 (33,525) 155,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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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7,492 15,736 

投資活動現金流量
已收銀行利息 8 52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281) (130)

提取短期銀行存款 — 40,218 

投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273) 40,140 

融資活動現金流量
已付利息 (23) (273)

償還銀行借貸 (110) (40,220)

償還租賃負債 — (127)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133) (40,51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淨額 7,086 15,361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4,923 45,894

匯率變動的影響 (2,284) 27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指銀行結餘及現金 59,725 6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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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根據開曼群島法例第22章公司法（一九六一年第3號法律，經綜合及修訂）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及登記為獲
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的地址分別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及香港九龍油塘四山街18–20號油塘工業大廈4座地下高層B室。

2.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
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應連同根據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3. 會計政策變動及披露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已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若干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本中期期間應
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所呈報的金額及╱或所載的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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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4. 收益及分部資料

(a) 收益分拆

年內按主要產品或服務線劃分的客戶合約收益分拆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範圍內的客戶合約收益
按主要產品或服務線劃分

提供鋼鐵及金屬工程服務 96,495 99,914 

銷售鋼鐵及金屬產品
— 其他鋼鐵及金屬產品 14,906 9,752 

14,906 9,752 

總計 111,401 109,666
 

本集團從以下主要產品或服務線在一段時間內及於某一時間點轉移貨品及服務獲得收益：

提供鋼鐵及金屬工程服務 銷售鋼鐵及金屬產品 總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收益確認時間
於某個時間點轉移的產品 — — 14,906 9,752 14,906 9,752

隨時間轉移的產品及服務 96,495 99,914 — — 96,495 99,914   

總計 96,495 99,914 14,906 9,752 111,401 109,666
    

本集團的客戶主要為香港的建築公司、承建商及工程公司。本集團所有關於提供鋼鐵及金屬工程服務以及
銷售鋼鐵及金屬產品均直接向客戶作出。與本集團客戶訂立的合約主要為固定價格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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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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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及分部資料－續

 分部資料

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而言，主要經營決策者（「主要經營決策者」）（即本公司執行董事）審閱本集團分部業績。
具體而言，本集團可報告分部乃提供鋼鐵及金屬工程服務以及銷售鋼鐵及金屬產品。然而，由於並無定期向本
集團主要經營決策者提供分部資產或分部負債分析供彼等作出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決定，因此並無呈列分部資
產或分部負債分析。

 分部收益及溢利

以下為按經營及可報告分部劃分的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收益及業績分析。

提供鋼鐵及 
金屬工程服務

銷售鋼鐵及 
金屬產品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分部收益 96,495 14,906 111,401
   

分部業績 16,306 143 16,449
  

其他收入以及其他收益及虧損 3,175
行政開支 (12,329)
融資成本 (23) 

除稅前溢利 7,272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分部收益 99,914 9,752 109,666

分部業績 25,008 2,416 27,424

其他收入以及其他收益及虧損 3,286
行政開支 (13,794)
融資成本 (273)

除稅前溢利 16,643

經營分部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的會計政策相同。分部業績主要指各分部賺取的溢利，不包括其他收入以及其他
收益及虧損、行政開支、融資成本及所得稅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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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以及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收入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8 23

政府補貼 3,084 —

其他 319 253 

3,411 276 

其他收益及虧損
匯兌收益淨額 (236) 10

收回有關事故交易的虧損 — 3,000 

(236) 3,010 

3,175 3,286
 

6. 融資成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借貸利息 23 268

租賃負債利息開支 — 5 

23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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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7. 除稅前溢利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稅前溢利乃經扣除下列各項後得出：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712 1,555

使用權資產折舊 219 222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13,727 6,616

無形資產攤銷 — 611
 

8. 所得稅開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1,188 1,559 

1,188 1,559

遞延稅項 — 819 

1,188 2,378
 

根據利得稅兩級制，於香港成立的合資格集團實體的首2,000,000港元溢利將按8.25%的稅率徵稅，而超過該金額
的溢利將按16.5%的稅率徵稅。不符合利得稅兩級制資格的集團實體的溢利將繼續按16.5%的稅率徵稅。

本公司於中國的附屬公司須按25%的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

其他地區應課稅溢利的稅項支出乃根據本集團經營所在國家的現有法例、詮釋及慣例，按其現行稅率計算。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外國投資者於中國成立的公司自二零零八年起賺取的溢利相關的股息須按10%的稅率繳
納預扣所得稅。有關股息稅率或會因適用稅務條約或安排而進一步調低。根據內地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對所
得避免雙重徵稅和防止偷漏稅的安排，倘香港居民企業持有中國居民企業至少25%的股權，則中國居民企業向香
港居民企業派付股息的預扣稅率進一步降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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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基於以下各項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 6,399 14,525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767,600,000 767,600,000

 

附註：

由於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的相關平均股價並無超過當時尚未行使購股權的行使價，故並
無就尚未行使購股權產生的潛在普通股的影響作出調整，因此，該等股份具有反攤薄作用且未被納入計算於每股攤薄盈利╱
（虧損）。

10. 股息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概無批准及派付股息。

於報告期，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支付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11. 貿易應收款項
就本集團提供鋼鐵及金屬工程的工程服務及建築服務的客戶而言，本集團一般授出自合約工程進度款項的發票
日期起計為期30日的信貸期。就本集團銷售鋼鐵及金屬產品的客戶而言，除本集團向若干主要客戶授出自交付
商品起計最多60日的信貸期外，本集團概無向其他客戶授出信貸期，彼等須於交付商品時全額結算付款。以下
為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的貿易應收款項賬齡分析：

於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17,442 8,206
31至60日 1,787 5,163
61至90日 4,457 951
超過90日 6,752 6,623 

30,438 20,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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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應計費用

於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2,947 3,807

應計員工成本 6,413 9,085

應計費用及其他 14,139 13,251 

23,499 26,143
 

供應商授予本集團的信貸期一般介乎0至60日。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呈列的貿易應付款項賬齡分析：

於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0至30日 1,820 2,180

31至60日 1,086 825

61至90日 41 10

超過90日 — 792 

2,947 3,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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