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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信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提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期間」）之未經
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三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此等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未經審核，惟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6 293,697 214,156

銷售成本 (222,806) (148,502)

毛利 70,891 65,654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6 2,430 4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22,219) (19,276)

經營溢利 7 51,102 46,382

財務成本 (438) (671)

除所得稅前溢利 50,664 45,711

所得稅開支 8 (8,798) (8,42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及 

全面收益總額 41,866 37,291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港仙） 9 10.09 12.43

股息 10 –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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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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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53,635 44,730
投資物業 76,300 37,300
可供出售投資 2,790 –

132,725 82,030

流動資產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2 138,655 123,49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2,549 118,642

241,204 242,134

資產總額 373,929 324,164

權益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5 4,150 4,150
股份溢價 15 95,797 95,797
合併儲備 10,000 10,000
保留盈利 161,221 119,355

權益總額 271,168 229,302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借貸 13 – 263
長期服務付款撥備 4,740 4,740
遞延稅項 4,847 4,250

9,587 9,253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4 65,100 58,994
借貸 13 19,517 26,305
應付稅項 8,557 310

93,174 85,609

負債總額 102,761 94,862

權益及負債總額 373,929 324,164

流動資產淨額 148,030 156,525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280,755 238,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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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附註15）
股份溢價
（附註15）合併儲備 保留盈利

權益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結餘 10,000 – – 85,976 95,976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 – – 37,291 37,291

10,000 – – 123,267 133,267

與擁有人進行之交易：
重組 (10,000) – 10,000 – – 

股息 – – – (40,000) (40,000)

(10,000) – 10,000 (40,000) (40,000)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結餘 – – 10,000 83,267 93,267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結餘 4,150 95,797 10,000 119,355 229,302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 – – 41,866 41,866

4,150 95,797 10,000 161,221 271,168

與擁有人進行之交易：
股息 – – – – –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結餘 4,150 95,797 10,000 161,221 271,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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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經營產生之現金淨額 53,697 16,744
已付所得稅 – – 

經營活動所產生現金淨額 53,697 16,744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收購附屬公司 (38,700) – 
已收利息 111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所得款項 23 –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所付按金 (1,060) (796)
購買可供出售投資 (4,895) –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17,781) (5,149)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62,302) (5,945)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就融資租賃支付之利息 (60) (119)
就銀行借貸支付之利息 (378) (552)
新訂融資租賃 – 6,118
提取銀行借貸 – 30,000
償還融資租賃 (2,133) (2,925)
償還銀行借貸 (4,917) (16,514)
已付股息 – (40,000)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7,488) (23,99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16,093) (13,193)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8,642 67,210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2,549 54,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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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資料及呈列基準

本公司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有限責任公司，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主板上市。本公司註冊辦事處之地址為Clifton House, PO Box 1350, 75 

Fort Street, Grand Cayman, KY1-1108, Cayman Islands。本公司香港主要營業
地點之地址為香港九龍新蒲崗大有街34號新科技廣場23樓2室。

本集團主要以地基分包承建商身份在香港從事地基業務。

除另有註明外，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以港元呈列。

董事會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批准刊發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
務資料。

2. 編製基準

中期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
會計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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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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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

中期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以歷史成本法編製，惟已就以
公平值列賬之重估投資物業及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作出修改。

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之截至
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覽。

編製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截至二零
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貫徹一致，惟下文所述
者除外：

於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採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或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或詮釋（於下文統稱為「新訂或經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修訂本） 非金融資產可收回金額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衍生工具之更替及持續對沖會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二零一一年）（修訂本）

投資實體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21號
徵稅

採納此等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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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續）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或
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 

（修訂本）

釐清折舊及攤銷之可接受方法2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僱員福利：界定福利計劃 – 僱員供款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強制生效日期及 

過渡披露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修訂本）
收購合營業務之權益之會計法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對沖會計法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

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及香港會計準
則第39號（修訂本））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4號 監管遞延賬戶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客戶合約收益3

年度改進項目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年度改進 

（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1

年度改進項目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年度改進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期）1

1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可供應用 — 強制生效日期將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其餘未生效階

段落實時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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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財務風險管理

本集團之業務面臨多種財務風險：利率風險、信貸風險及流動資金風險。

自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以來，可能對本集團業務構成重大影
響之主要風險因素概無變動，風險管理政策亦無任何變動。此等未經審核簡
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並無載列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年度財務報表（「二零一四年年度財務報表」）所需之全部財務風險管理資料及
披露，並應與二零一四年年度財務報表中之相關披露一併閱覽。

自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以來，風險管理部門或風險管理政策
概無任何變動。

5. 重要會計估計及判斷

在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時，管理層需作出若干判斷、估計及
假設，該等判斷、估計及假設會對會計政策之應用以及資產及負債、收入及
開支之呈報金額構成影響。實際結果可能有別於該等估計。

在編製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時，管理層於應用本集團會計政
策時所作出之重要判斷以及估計不明朗因素之主要來源與截至二零一四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所應用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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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收益及分部資料

收益，亦為本集團之營業額，指日常業務過程中之建築合約之合約收入。於
中期期間及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確認收益及其他收入及
收益淨額分別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合約收入 293,697 214,156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代理佣金收入 583 –

物業管理服務收入 720 –

租金收入 961 –

利息收入 111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 23 –

其他 32 4

2,430 4

已確定董事會為主要經營決策者。董事會視本集團之業務為一個單一經營分
部，並據此審閱財務報表。此外，本集團在中期期間只於香港產生收益。因
此，並無呈列分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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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租賃機械成本 23,503 14,867

運輸費用 7,113 5,934

建築材料成本 74,316 58,664

分包費用 61,013 27,124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56,420 40,526

自有資產折舊（附註11） 7,630 4,810

融資租賃下之資產折舊（附註11） 1,246 1,246

物業經營租賃租金 387 510

可供出售投資減值虧損 2,105 –

8. 所得稅開支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中期期間，本集團已就有關期間於
香港產生或來自香港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香港利得稅
– 本年度 8,547 8,676
–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345) –

遞延所得稅 596 (256)

所得稅開支 8,798 8,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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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i)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及(ii)截至
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中期期間內已發行之本公司每股面值0.01

港元普通股（「股份」）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41,866 37,291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 

股份加權平均數（千股） 415,000 300,000

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10.09 12.43

由於有關期間並無已發行潛在攤薄股份，故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
等。

10. 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付股息 – 40,000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中期期間派發中期股息（二零一三年：40,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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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物業、廠房及設備

物業、廠房 

及設備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賬面淨值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之期初金額 44,730

添置 17,781

出售 –

折舊（附註） (8,876)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之期末金額 53,635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賬面淨值
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之期初金額 22,728

添置 5,159

出售 –

折舊 (6,056)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之期末金額 21,831

附註：  當中包括於中期期間計入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之汽車、辦公室設備以及傢俬及裝置折

舊合共約457,000港元，以及計入銷售成本之廠房及機械折舊約8,419,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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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合約應收款項 90,023 87,165

保留應收款項 46,169 35,834

貿易應收款項總額 136,192 122,999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2,463 493

138,655 123,492

附註：

(a) 當對手方不能於合約到期時支付款項，貿易應收款項為逾期。授予客戶之信貸期為30

日。貿易應收款項以港元計值。

(b) 根據發票日期之合約應收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88,110 48,373

31至60日 – 38,385

超過60日 1,913 407

90,023 87,165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合約應收款項中約88,110,000港

元及約48,373,000港元尚未逾期，而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

日，約1,913,000港元及約38,792,000港元已逾期但未減值。該等款項涉及若干獨立客戶

之合約應收款項，該等獨立客戶近期並無拖欠還款紀錄，因此並無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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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續）

(b) （續）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保留應收款項尚未逾期，並已根據各自之合約條款償還。

(c)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內之其他類別資產並不包括已減值資產。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抵

押品作擔保。

13. 借貸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
融資租賃負債（附註(b)） – 263

流動
銀行借貸（附註(a)） 17,085 22,002

融資租賃負債（附註(b)） 2,432 4,303

19,517 26,305

借貸總額 19,517 26,568

附註：

 (a) 銀行借貸

銀行借貸期限至二零一六年及按目前最優惠利率減1.25%之年利率計息。

銀行借貸以港元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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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借貸（續）

附註：（續）

 (a) 銀行借貸（續）

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詮釋第5號「財務報表之呈列 – 借款人對有償還要求條

款之有期貸款之分類」，銀行借貸分類為流動負債。根據償還時間表，銀行借貸將按以

下期間償還：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為期不超過1年 10,121 9,932
為期超過1年但不超過2年 6,964 10,310
為期超過2年但不超過5年 – 1,760

17,085 22,002

 (b) 融資租賃負債

由於已租賃資產之權利在拖欠情況下歸屬出租人，故租賃負債有抵押。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融資租賃負債總額 

– 最低租賃付款
為期不超過1年 2,458 4,388
為期超過1年但不超過2年 – 264

2,458 4,652
融資租賃未來融資支出 (26) (86)

融資租賃負債現值 2,432 4,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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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借貸（續）

附註：（續）

 (b) 融資租賃負債（續）

融資租賃負債現值如下：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為期不超過1年 2,432 4,303

為期超過1年但不超過2年 – 263

2,432 4,566

所有融資租賃負債之賬面金額以港元計值。

(c)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承諾銀行融資額度（包

括融資租賃融資額度）約50,684,000港元，按目前最優惠利率減1.25%至2%之年利率計

息。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未提取銀行融資額度分別約為

12,200,000港元。

該等銀行融資額度由以下各項擔保：

(i)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賬面淨值總額約

為4,779,000港元及6,025,000港元之廠房及機械。

(ii)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由本公司提供之公司擔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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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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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78 42,255

保留應付款項 3,864 –

應計費用 17,158 16,739

65,100 58,994

附註：

(a) 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面金額以港元計值。

(b) 供應商授予之付款期為自有關購買發票日期起計30至45日。

根據發票日期之貿易應付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39,459 36,809

31至60日 4,619 5,446

44,078 42,255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毅信控股有限公司21

15. 股本及股份溢價

股份數目 股份
千港元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1,000,000,000 10,000

股份數目 股份 股份溢價
千港元 千港元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415,000,000 4,150 95,797

附註：

(a) 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三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初步法定股本為380,000港元，分

為38,000,000股股份。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三日，認購人根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大綱及細

則獲配發及發行一股未繳股款股份，該股股份其後轉讓予卓業有限公司（「卓業」）。

(b)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十八日，卓業（作為賣方）、本公司（作為買方）與黃世忠先生、黃世

義先生、林榮森先生（「林先生」）及卓業（作為保證人）訂立買賣協議，據此，本公司收購

珍旋有限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而代價為(i)卓業持有之一股未繳股款股份入賬列為繳

足，及(ii)卓業獲配發及發行9,999股股份，全部入賬列為繳足。

(c)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二日，根據本公司唯一股東之書面決議案，本公司之法定股本

增加至10,000,000港元，分為1,000,000,000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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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股本及股份溢價（續）

附註：（續）

(d) 根據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二日通過之本公司唯一股東書面決議案，本公司於二零一三

年十月十六日透過將其股份溢價賬進賬額中之2,999,900港元資本化，向於二零一三年

九月十九日營業時間結束時股東名冊所示本公司股份之當時唯一股東發行及配發合共

299,990,000股股份，並按面值入賬列為繳足。

(e) 於二零一三年十月十六日，本公司根據配售及公開發售按發售價每股股份0.93港元發

行115,000,000股股份。因此，於資本化股份發行成本約7,003,000港元後，綜合財務狀

況表中之權益確認約99,947,000港元，包括股份溢價賬進賬額約98,797,000港元。

16. 承擔

 (a)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
重大資本承擔。

 (b) 經營租賃承擔 – 本集團作為承租人

於各財務狀況表日期，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賃未來應付之最低租賃付款
總額如下：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不多於1年 542 609

多於1年但不多於5年 220 349

762 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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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承擔（續）

 (b) 經營租賃承擔 – 本集團作為承租人（續）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賃為若干物業之承租人。該等租賃一般初步為期兩至
三年，可選擇於重新協商所有條款後續租。概無租賃包括或然租金。

 (c) 經營租賃應收租金 – 本集團作為出租人

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賃未來應收之最低租賃付款如下：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不多於1年 2,102 996

多於1年但不多於5年 368 125

2,470 1,121

本集團根據多份於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年期間終止之協議租用辦公
室單位及零售商鋪。概無租賃包括或然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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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關連方交易

關連方為該等有能力控制、聯合控制另一方或在作出財務或經營決策時能對
另一方行使重大影響力之人士。倘多名人士受限於共同控制或聯合控制，亦
被視為關連方。關連方可為個人或其他實體。

(a) 於中期期間及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與關連方並
無任何重大關連方交易。

 (b) 主要管理人士薪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薪金、工資及津貼 2,236 2,383

退休福利開支 34 36

2,270 2,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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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日常業務過程中涉及不時產生之各項索償、訴訟、調查及法律程序。
儘管本集團並不預期任何該等法律程序之結果（無論個別或共同）會對其財務
狀況或經營業績構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惟訴訟本身難以預測。因此，本集
團或會招致某些判決或訂立索償和解，而可能對其某一期間之經營業績或現
金流量構成不利影響。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六日，本集團接獲多份傳票，內容有關八項因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七日發生之事件而產生之控罪，事件涉及建築地盤之一部起重機械。
該事件中無人受傷。董事認為該案件不會對本集團構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按照之前發生之類似案件之過往經驗，本集團已作出撥備200,000港元。於中
期期間，本集團已透過合共12,000港元罰款清償索償。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
債。

19. 批准財務報表

董事會已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批准及授權刊發財務報表。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2014年中期報告 26

董事會欣然向各尊貴股東提呈本集團於中期期間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本集團所錄
得之收益達到約293,7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214,200,000港元）之記
錄新高，較上一個申報期增長37.1%。純利同樣達到記錄新高約41,900,000港元（二
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37,300,000港元），較上一個申報期增長12.3%。每股盈利為
10.09港仙（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12.43港仙）。

業務回顧

地基打樁

於中期期間內，11個地基項目已經完成，22個項目仍在進行，當中包括12個公營項
目及10個私營項目，而本集團取得價值約130,700,000港元之3項新合約。手頭合約
總額約為1,100,000,000港元，而未履行之合約總額約為436,600,000港元。

本集團手頭主要之公營項目包括西九龍文化區M+博物館項目、港珠澳大橋香港接
線、港鐵沙田至中環線合約編號C1102顯徑站、港鐵沙田至中環線合約編號C1103顯
徑至鑽石山站鐵路隧道、香港房屋署東涌第39區公共房屋發展項目及昂船洲污水處
理廠。手頭主要之私營項目則包括太古坊2A發展項目、九龍灣辦公室綜合大樓、將
軍澳第65C1區TKOTL 112商住發展項目、黃竹坑私家醫院發展項目及司徒拔道住宅
發展項目。

物業投資及管理

本集團之投資物業包括位於觀塘協和街之零售店舖及位於九龍彌敦道嘉賓商業大
廈之辦公室物業，已於中期期間內開始帶來租金收入，亦開始帶來代理佣金收入及
物業管理服務收入2,3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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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對香港物業長遠前景充滿信心，認為本集團之投資將繼續為本集團帶來穩定
貢獻，並將發掘新投資機遇，以儘量提高投資回報，達至可持續增長。

財務回顧

收益

於中期期間，本集團之收益為293,700,000港元，較二零一三年同期之214,200,000港元
增加79,500,000港元或37.1%。收益增加主要源於地基業務增長。293,700,000港元收益
主要源自四大項目，分別為港珠澳大橋香港接線預鑽工字樁之收益36,800,000港元、啟
德兒童醫院之收益56,600,000港元、將軍澳第65C1區之收益37,300,000港元及北角邨之
收益38,200,000港元，佔總收益之57.5%。上述項目中之55.3%收益來自公營合約（港
珠澳大橋香港接線預鑽工字樁及啟德兒童醫院），而44.7%收益則來自另外兩項私營合
約（將軍澳第65C1區及北角邨）。

毛利及毛利率

中期期間之毛利為70,900,000港元，較二零一三年同期之65,700,000港元增加
5,200,000港元或7.9%。然而，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30.7%下降至中期期間之24.1%。毛利率下降主要源於中期期間之收益增長低於員
工成本及分包費用升幅。

員工成本由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之40,500,000港元上升約39.3%至中
期期間之約56,400,000港元。員工成本上升，主要是由於為應付業務增長，員工人
數由二零一三年同期之216名增加約20.8%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之261名，以及
為挽留員工而調升薪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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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包費用指就進行本集團地基工程之若干部分而向本集團分包商支付之直接成本
（如柴油燃料、水泥及勞工成本）。

於中期期間，經考慮本集團之內部資源分配，尤其是市場人手供應緊張之情況後，本
集團進一步增加地基工程中向認可分包商分包之部分，如鑽掘、焊接及灌漿等。於
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分包費用約為61,000,000港元，佔銷售成本總額約27.4%，
而二零一三年同期為27,100,000港元，佔銷售成本總額約18.2%。

為減輕勞工成本及分包費用不斷上升之影響，管理層已實行多項措施，提升營運效
率及勞工生產力，包括加強內部培訓、提升各工作崗位之效率、購置先進機器及參
與校園招聘講座，以吸引更多年輕新一輩加入。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本集團之一般及行政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9,300,000港元
增加至中期期間約22,200,000港元，增幅約為15%。一般及行政開支增加主要由於
可供出售投資之減值虧損、專業費用、員工成本及董事酬金增加所致。

純利及純利率

於中期期間內，本集團之純利約為41,900,000港元，較二零一三年同期約37,300,000

港元增長約12.3%，主要由於本集團收益增長約37.1%所致，而當中部分為可供出
售投資之減值虧損、專業費用、員工成本及董事酬金增加所抵銷。於中期期間內，
本集團之純利率約為14.3%（二零一三年：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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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十月十六日就上市進行之股份發售之所得款項淨額約為
99,900,000港元。根據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之招股章程（「招股章程」）
「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一節，本集團之所得款項淨額動用如下：

招股章程 
所示之估計 

所得款項淨額
實際所得 
款項淨額 已動用金額 未動用金額

（概約百萬港元）（概約百萬港元）（概約百萬港元）（概約百萬港元）
（於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購置機器及設備 51.9 64.9 47.1 17.8

僱用額外員工 12.0 15.0 4.5 10.5

償還部分銀行貸款 8.0 10.0 10.0 –

一般營運資金 8.0 10.0 10.0 –

總計 79.9 99.9 71.6 28.3

業務前景

香港建築行業繼續穩步增長。政府已宣佈五個新鐵路項目及新界東北發展項目。根
據二零一四至一五財政年度香港政府財政預算案，香港政府將撥支779億港元作基
建用途。此外，香港政府估計，未來三至四年將有71,000個私人住宅單位可供銷售，
而未來五年150幅住宅用地將可供應約210,000個私人╱公營單位。鑑於公共基建開
支穩定，加上私人發展項目增加，無論在公私營板塊都將為本集團之地基業務帶來
更多機遇，收益得以穩步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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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將繼續保持其作為香港其中一家領先地基承建商之地位，並致力擴大公私營
板塊地基工程之市場佔有率。本集團將專注於進行利用套接工字樁及微型樁等環保
樁類建築之地基工程，並通過收購先進機器以及僱用和培訓更多專業人員，擴大本
身規模。本集團相信，得力於擴大經營規模及不斷提升競爭實力，本集團將可參與
更大型基建之地基項目，擴大客戶基礎，從而可使本集團達致未來收益增長，取得
收益來源。本集團旨在建立優質而可靠之信譽品牌，提供物有所值之卓越服務，成
為客戶首選承建商。

債務及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計息銀行借貸總額（包括銀行貸款及融資租賃）
約為19,500,000港元，而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則約為26,600,000港元。於二零
一四年九月三十日，銀行貸款及融資租賃額度分別約為17,100,000港元及2,400,000

港元（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22,000,000港元及4,600,000港元）。融資租賃額度
以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總賬面淨值分別約
為4,800,000港元及6,000,000港元之廠房及機械作擔保。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存款約為102,500,000港元（二零
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118,600,000港元），較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結餘減少
約13.6%。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定義為計息負債總額除以本集
團權益總額）約為7.2%（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約11.6%）。

外匯風險

由於本集團主要於香港營運，其大部分經營交易、收益、開支、貨幣資產及負債均
以港元計值，故董事相信本集團之外匯風險屬輕微，而本集團將有足夠資源應付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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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需要（如有）。因此，本集團並無使用任何衍生工具對沖其外匯風險。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本集團與（其中包括）俊萬科技有限公司訂立買賣協
議，收購Funa Assets全部已發行股本，代價為39,000,000港元（已於完成時按照買賣
協議條款調整至38,700,000港元）。Funa Assets於買賣協議完成後成為本公司之附屬
公司。Funa Assets之主要資產為位於香港協和大廈之出租物業，於二零一四年九月
三十日之市值為39,000,000港元。代價全數以來自經營溢利及儲備之現金支付。根
據上市規則，此項收購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因此，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
之申報及公告規定，惟獲豁免遵守股東批准規定。有關此交易之進一步詳情，請參
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之公佈。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中期期間內並無進行其他重大附屬公司收購及出售。

資本承擔

除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6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
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其他資本承擔。

重大投資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中期期間內，本公司並無持有任何重大投資。

或然負債

除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8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
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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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東配售股份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卓業與中國北方證券集團有限公司訂立配售協議，向
不少於六名承配人配售最多88,000,000股股份（「配售股份」），配售價（「配售價」）為
每股配售股份0.95港元（「配售事項」）。各名承配人均獨立於本公司或其任何關連人
士（定義見上市規則），且與彼等並無關連。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配售事項完
成後，卓業於本公司股權之持股權益由約72.29%減少至約51.08%。有關配售事項
之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及二零一四年四
月二十三日之公佈。

申報期後事項

林芝強先生於二零一四年一月十五日獲委任為本集團財務總監兼本公司之公司秘
書，因另有事業發展之私人理由，已辭任上述職務，由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起
生效。

嚴秀屏女士已獲委任為本公司之公司秘書，並獲晉升為本集團財務總監，由二零
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起生效。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261名員工（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216名
員工）。申報期內僱員成本總額包括董事酬金，約為56,4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
40,500,000港元) 。

本集團僱員之薪金及福利水平具競爭力，而僱員根據個人表現透過本集團薪金及花
紅制度獲得回報。本集團為僱員提供足夠在職培訓，讓僱員備有實用知識及技術。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中期期間派發中期股息（二零一三年：40,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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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
權益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董事及本公司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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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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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權益及淡
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已
登記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之登記冊內之權益及淡倉，或已根
據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另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
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i) 於股份之權益

董事姓名 身份╱性質 好╱淡倉

所持股份 

數目 股權百分比

黃世忠先生 受控制法團權益（附註）好倉 212,000,000 51.08%

林先生 受控制法團權益（附註）好倉 212,000,000 51.08%

黃世義先生 受控制法團權益（附註）好倉 212,000,000 5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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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於相聯法團普通股之權益

董事姓名 相聯法團名稱 身份╱性質 好╱淡倉

所持 

股份數目 股權百分比

黃世忠先生 卓業 受控制法團權益（附註） 好倉 24 20%

黃世義先生 卓業 受控制法團權益（附註） 好倉 24 20%

林先生 卓業 受控制法團權益（附註） 好倉 60 50%

黃世忠先生 彩卓環球有限公司（「彩卓」） 實益擁有人 好倉 40 40%

黃世義先生 彩卓 實益擁有人 好倉 40 40%

林先生 輝芯環球有限公司（「輝芯」） 實益擁有人 好倉 1 100%

附註：

該等股份由卓業持有，而卓業則由彩卓及輝芯各自擁有50%權益。黃世忠先生及黃世義先生

各自擁有彩卓之40%已發行股本，而林先生則擁有輝芯之100%權益。因此，就證券及期貨條

例而言，黃世忠先生、黃世義先生及林先生被視為或當作於卓業實益擁有之所有股份中擁有

權益。黃世忠先生及黃世義先生亦為彩卓之董事，而林先生則為輝芯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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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據董事所知，以下人士（董事或本公司之最高行政人員
除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之條
文須向本公司披露，並登記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之登記冊
之權益或淡倉：

姓名╱名稱 權益性質 好╱淡倉 所持股份數目

股權概約 

百分比

卓業 實益擁有人（附註1） 好倉 212,000,000 51.08%

彩卓 受控制法團權益（附註2） 好倉 212,000,000 51.08%

輝芯 受控制法團權益（附註3） 好倉 212,000,000 51.08%

王麗玲女士 配偶權益（附註4） 好倉 212,000,000 51.08%

關愛雯女士（「林夫人」） 配偶權益（附註5） 好倉 212,000,000 51.08%

黃美儀女士 配偶權益（附註6） 好倉 212,000,000 51.08%

附註：

(1) 卓業為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由彩卓擁有其中50%權益，而輝芯擁有餘下50%

權益。

(2) 彩卓為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擁有卓業之50%股權，而卓業則擁有本公司約

51.08%股權。因此，就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彩卓被視為或當作於卓業實益擁有之所有股份

中擁有權益。黃世忠先生及黃世義先生為彩卓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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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輝芯為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擁有卓業之50%股權，而卓業則擁有本公司約

51.08%股權。因此，就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輝芯被視為或當作於卓業實益擁有之所有股份

中擁有權益。林先生為輝芯之唯一董事。

(4) 黃世忠先生擁有彩卓之100%已發行股本，其中40%股份由黃世忠先生實益持有，而20%及40%

股份由黃世忠先生分別為黃世禮先生及黃世義先生之利益受託持有，彩卓則擁有卓業之50%

股權，而卓業則為持有本公司約51.08%股權之實益擁有人。因此，就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

黃世忠先生被視為或當作於卓業實益擁有之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王麗玲女士為黃世忠先生

之配偶。因此，就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王麗玲女士被視為或當作於黃世忠先生擁有權益之所

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5) 林先生擁有輝芯之100%已發行股本，輝芯則擁有卓業之50%股權，而卓業則為持有本公司約

51.08%股權之實益擁有人。因此，就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林先生被視為或當作於卓業實益

擁有之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林夫人為林先生之配偶。因此，就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林夫人

被視為或當作於林先生擁有權益之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6) 黃世義先生擁有彩卓之40%已發行股本，由黃世忠先生為黃世義先生之利益受託持有，彩卓

則擁有卓業之50%股權，而卓業則為持有本公司約51.08%股權之實益擁有人。因此，就證券

及期貨條例而言，黃世義先生被視為或當作於卓業實益擁有之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黃美儀

女士為黃世義先生之配偶。因此，就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黃美儀女士被視為或當作於黃世義

先生擁有權益之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獲知會有任何其他人士
（董事及本公司之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登記於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之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



購股權計劃

毅信控股有限公司37

本公司根據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二日通過之決議案採納購股權計劃（「該計劃」），
旨在吸納及挽留最稱職人員及向該計劃之合資格參與者提供額外獎勵。

根據該計劃，董事可全權酌情按該計劃之條款，向本集團任何僱員（全職或兼職）、
董事、諮詢人或顧問，或本集團任何主要股東，或本集團任何分銷商、承包商、供
應商、代理、客戶、商業夥伴或服務供應商授出認購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董事可
不時據其認為參與者對本集團發展及增長之貢獻而釐定彼等獲授購股權之資格。

根據該計劃，因行使根據該計劃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授出之所有購股權而
可予發行之股份數目上限，合共不得超出股份於聯交所上市及獲准買賣日期已發行
股份之10%。該10%上限可隨時經本公司股東批准後重新釐定，惟因行使根據該計
劃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授出之所有購股權而可予發行之本公司股份總數，
不得超出批准重新釐定上限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之10%。待本公司股東批准後，
因行使根據該計劃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計劃已授出但尚未行使之所有發行在外購股
權而可予發行之本公司股份總數，不得超出本公司不時已發行股份之30%。倘根據
該計劃或本公司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授出購股權會導致超出該上限，則不得授出購
股權。

截至授出日期止任何12個月期間內，因行使根據該計劃授予各名參與者之購股權（包
括已行使及尚未行使購股權）而發行及將予發行之股份總數，不得超出本公司當時
已發行股本之1%。倘向該計劃參與者進一步授出購股權會導致截至該進一步授出
日期（包括該日）止12個月期間內，因行使已授予及將授予該名參與者之所有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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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已行使、已註銷及尚未行使購股權）而發行及將予發行之股份，合共相當於已
發行股份1%以上，則有關進一步授出必須經本公司股東於股東大會上另行批准，
而該名參與者及其聯繫人必須放棄投票。

向本公司董事、最高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之任何聯繫人授出任何購股
權，均須經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不包括身為承授人之獨立非執行董事）批准。倘
向本公司主要股東或獨立非執行董事或彼等各自之任何聯繫人授出任何購股權，導
致在截至授出日期（包括該日）止任何12個月期間內，因行使根據該計劃及本公司任
何其他購股權計劃已向上述人士授出之購股權（包括已行使、已註銷及尚未行使購
股權）而發行及將予發行之股份總數，合共超出本公司已發行股份之0.1%，且總值
超過5,000,000港元，則須事先經本公司股東批准。

授出購股權之要約須於由要約日期起計七日內以書面接納。承授人可於董事可能釐
定之期間，隨時根據該計劃之條款行使購股權，惟不得超過由授出日期起計10年，
並受有關提前終止條文所規限。接納獲授之購股權時，承授人須於要約可能列明之
時間內（不得遲於由要約日期起計七日）向本公司支付1港元名義代價。

認購價由董事全權釐定並通知參與者，認購價最少須為下列各項中之最高者：(i)聯
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報本公司股份於授出購股權日期之收市價；(ii)聯交所每日報價表
所報本公司股份於緊接授出購股權日期前五個營業日之平均收市價；及(iii)授出購
股權日期之本公司股份面值。

該計劃由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二日起計十年期間內有效及生效，並受該計劃所載之
提前終止條文所規限。

自採納該計劃以來概無授出任何購股權，而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概無尚未行使
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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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於中期期間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中之所有守則條
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標準守則作為其有關董事進行本公司上市證券
交易之行為守則。

經本公司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中期期間內一直遵守
標準守則。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中期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及審閱財務資料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並已遵照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制訂書面
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閱及監督本集團之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程
序，以及與本集團之獨立核數師維持適當關係。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譚德機先生（主席）、白皜先生及趙
世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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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於申報期之未經審核簡明中期財務業績、中期業績公佈及
本中期報告。審核委員會已確認，本中期報告符合一切適用規則及規例，包括但不
限於適用會計準則及上市規則，並已作出充份披露。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黃世忠

香港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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