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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之特色

GEM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中小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
的市場。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
資決定。

由於GEM上市公司普遍為中小型公司，在GEM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的
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GEM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報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報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
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報告載有遵照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規定提供的詳情，旨在提供有關滙隆
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的資料；而本公司董事（「董事」）願就本報
告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本報告所載資
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並無誤導或欺詐成份，並無遺漏其他事項致使本報告內任何陳述
或本報告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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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隆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截至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連同二零二一年同
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

收益 3 51,088 38,963 154,660 102,442

銷售成本 (30,764) (23,738) (91,835) (55,515)

毛利 20,324 15,225 62,825 46,927
其他收入 4 107 341 882 5,237
其他收益及（虧損） 5 (8,748) 10,004 (27,578) (45,411)
營運及行政費用 (10,520) (11,941) (31,475) (32,982)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6 – 13,767 29,261 13,76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 11 – 829
融資成本 7 (1,984) (2,237) (6,462) (6,817)

除稅前溢利（虧損） (821) 25,170 27,453 (18,450)

稅項 8 (43) (797) (1,512) (2,191)

本期間來自持續經營的溢利（虧損） (864) 24,373 25,941 (20,641)

終止經營

本期間終止經營虧損 9 – (1,042) – (4,249)

本期間溢利（虧損） (864) 23,331 25,941 (24,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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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本期間溢利 
（虧損）：
－持續經營 (864) 24,647 26,954 (21,105)
－終止經營 – (1,042) – (4,249)

(864) 23,605 26,954 (25,354)
非控股權益應佔本期間溢利（虧損）：
－持續經營 – (274) (1,013) 464

(864) 23,331 25,941 (24,890)

持續經營及終止經營
每股盈利（虧損）
－基本 10 (0.006港仙 ) 0.164港仙 0.188港仙 (0.176港仙 )

－攤薄 (0.006港仙 ) 0.164港仙 0.183港仙 (0.176港仙 )

持續經營
每股盈利（虧損）
－基本 (0.006港仙 ) 0.172港仙 0.188港仙 (0.147港仙 )

－攤薄 (0.006港仙 ) 0.172港仙 0.183港仙 (0.147港仙 )

簡明綜合損益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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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溢利（虧損） (864) 23,331 25,941 (24,890)

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 
權益工具之公平值（虧損）收益 (740) (2,340) (924) (158)

本期間的其他全面支出，扣除稅項 (740) (2,340) (924) (158)

本期間全面收益（支出）總額 (1,604) 20,991 25,017 (25,048)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本期間 
全面收益（支出）總額：
－持續經營 (1,604) 22,307 26,030 (21,263)
－終止經營 – (1,042) – (4,249)

(1,604) 21,265 26,030 (25,512)

非控股權益應佔全面（支出）收益總額：
－持續經營 – (274) (1,013) 464

(1,604) 20,991 25,017 (25,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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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實繳盈餘 合併儲備 購股權儲備

按公平值計
入其他全面
收益之儲備 累計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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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a） （附註b） （附註c）

於二零二零年五月一日（經審核） 143,670 560,230 191,087 2,222 2,801 (38,366) (324,015) 537,629 (13,280) 524,349

本期間虧損 – – – – – – (25,354) (25,354) 464 (24,890)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 

權益工具之公平值變動 – – – – – (158) – (158) – (158)

本期間全面支出總額 – – – – – (158) (25,354) (25,512) 464 (25,048)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未經審核） 143,670 560,230 191,087 2,222 2,801 (38,524) (349,369) 512,117 (12,816) 499,301

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一日（經審核） 143,670 560,230 191,087 2,222 1,379 (37,706) (339,529) 521,353 (12,465) 508,888

本期間溢利（虧損） – – – – – – 26,954 26,954 (1,013) 25,941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權益工具 

之公平值虧損 – – – – – (924) – (924) – (924)
出售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 

權益工具 – – – – – 444 (444) – – –

本期間全面收益（支出）總額 – – – – – (480) 26,510 26,030 (1,013) 25,017
購股權失效 – – – – (1,379) – 1,379 – – –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未經審核） 143,670 560,230 191,087 2,222 – (38,186) 311,640 547,383 (13,478) 533,905

附註：

a. 本集團之實繳盈餘指根據股東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特別決議案將註銷股份
溢價時截至當日之全部進賬額轉撥而至的金額。

b. 本集團之合併儲備指本公司已發行之股本面值換取根據本集團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進行之重組所購
入附屬公司已發行股本面值之差額。

c. 本集團之購股權儲備指在有關授出日期已授出而於報告期末尚未行使購股權之公平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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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一間獲豁免並於百慕達存續之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GEM上市。本公司註冊辦事處位於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本公司
在香港的總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香港仔黃竹坑業興街11號南匯廣場A座10樓1001-1006室。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乃為建築及建造工程提供棚架搭建、精裝修及其他輔助服務、借貸業務、證券投資業務及資
產管理業務。

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以港元（「港元」）列值，這亦為本公司的功能貨幣。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製。除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造成的
會計政策變動外，截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式與
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遵循者一致。

於本期間強制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於編製其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首次應
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該等修訂本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
年度期間強制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第二階段

於本期間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對本集團於本期及過往期間之財務狀況及表現以及╱或此等簡明綜合
財務報表中所載之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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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

來自客戶合約收益的分類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合約收益
為建築及建造工程提供棚架搭建、 

精裝修及其他輔助服務之合約收益 37,293 25,564 111,924 63,361

資產管理業務 393 586 1,691 1,375

37,686 26,150 113,615 64,736

來自其他來源之收入：
貸款利息收入 13,402 12,813 41,045 37,706

總收益 51,088 38,963 154,660 102,442

確認收益之時間
隨時間 37,686 26,150 113,615 64,736

4. 其他收入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租金收入 – 324 67 776

雜項收入 106 1 375 4,373

政府補助 – – 26 –

利息收入 1 17 58 87

外匯兌換（虧損）收益，淨額 – (1) – 1

應收賬款之核銷撥回 – – 356 –

107 341 882 5,237

終止經營證券經紀及孖展融資業務產生的其他收入為零（二零二一年一月：38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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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 

公平值收益（虧損），淨額 (7,783) 10,990 437 3,284

出售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 

金融資產之收益（虧損） (965) (986) 514 (565)

以下各項預期信貸虧損產生的減值虧損 

（確認）撥回淨額：
– 應收貸款及利息 – – (25,587) (49,791)

– 應收賬款 – – (2,972) 1,868

– 合約資產 – – 30 (207)

(8,748) 10,004 (27,578) (45,411)

6.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於二零二一年二月八日，WLS (BVI) Limited（「WLS (BVI)」）（本公司一間全資附屬公司）與新滙地產發展有限
公司（「買方」）訂立有條件買賣協議（「買賣協議」），據此，WLS (BVI)有條件同意出售及出讓滙隆集團有限公
司（「滙隆集團」）（WLS (BVI)的一間全資附屬公司，其從事投資物業）已發行及繳足股本中100,000股普通股（「銷
售股份」）的利益。買方同意按代價76,000,000港元，連同相關貸款收入2,000,000港元購買及承讓銷售股份。

由於買方由董事會主席兼執行董事蘇汝成先生及執行董事黎婉薇最終實益擁有，故根據GEM上市規則，買方
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

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已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舉行，而出售事項已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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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續）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29,261,000港元分析如下：

千港元

已收代價 76,038

相關貸款收入 2,000

78,038

投資物業 44,400

物業、廠房及設備
－租賃土地及樓宇 6,065

－傢俬及裝置 182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01

銀行結餘及現金 120

應退回稅項 610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231)

其他貸款 (6,000)

遞延稅項負債 (101)

已出售資產淨值 45,246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已收代價 76,038

相關貸款收入 2,000

已出售資產淨值 (45,246)

交易成本 (458)

銷售及回租安排 (3,073)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29,261

本期間出售產生的現金流入淨額：
已收代價 76,038

相關貸款收入 2,000

上一年已收按金 (7,588)

70,450

交易成本 (458)

減：銷售及回租安排 (3,073)

現金流入淨額 66,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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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融資成本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借貸及銀行透支利息 93 723 1,066 1,578

其他借貸利息 1,861 1,491 5,200 5,039

租約負債之利息 30 23 196 200

1,984 2,237 6,462 6,817

8. 稅項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包括：
香港利得稅
本期間支出 43 797 1,512 2,191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香港立法會通過《2017年稅務（修訂）（第7號）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引入
利得稅兩級制。條例草案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經簽署生效並於翌日刊憲。根據利得稅兩級制，合資格集
團實體首2,000,000港元溢利的稅率為8.25%，而超過2,000,000港元溢利的稅率為16.5%。不符合利得稅兩級制的
香港集團實體之溢利將繼續按16.5%之統一稅率徵稅。

9. 股息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本公司並無派付、宣派或擬派發股息（截至二零二一年一月三十一
日止九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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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

(a) 來自持續經營及終止經營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持續經營及終止經營所得的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本期間 

溢利（虧損） (864) 23,605 26,954 (25,354)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目 14,367,101,072 14,367,101,072 14,367,101,072 14,367,101,072

有關購股權的潛在普通股攤薄影響 128,808,497 219,592,551 370,424,913 258,228,275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目 14,495,909,569 14,586,693,623 14,737,525,985 14,625,329,347

(b) 來自持續經營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來自持續經營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間來自持續經營的溢利（虧損） (864) 24,647 26,954 (21,105)

所使用之分母與上文詳述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所使用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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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於本文稱為「報告期」），本集團的收益約為154,700,000港元
（二零二一年同期：102,400,000港元），較二零二一年同期增加約51.1%。於報告期內，本公司持有人
應佔來自持續經營的溢利淨額為約27,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同期：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來自持續經
營的淨虧損約為21,100,000港元）。收益增加乃主要由於報告期內為建築及建造工程提供棚架搭建、
精裝修及其他輔助服務產生的合約收益增加以及借貸業務產生的收益增加所致。此外，本公司持有
人應佔來自持續經營的溢利淨額增加乃主要由於於報告期內，確認合約資產、應收賬款及貸款項下
結餘之預期信貸虧損較二零二一年同期大幅減少約19,600,000港元及於報告期內，出售一間附屬公司
的一次性收益約29,300,000港元。於報告期內，我們的借貸業務持續為本集團創造穩定收益及為本集
團主要收入來源之一。

為建築及建造工程提供棚架搭建、精裝修及其他輔助服務

於報告期內，為建築及建造工程提供棚架搭建、精裝修及其他輔助服務為最大的業務分部。本分部包
括為建築及建造工程提供棚架搭建服務、精裝修及其他輔助服務。於報告期內，本分部產生的收益約
為111,900,000港元，較二零二一年同期大幅增加約48,600,000港元，乃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
四月三十日止年度獲授合共28份新建築合約（截至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12份新建築合約），
以及令本分部較二零二一年同期確認更多合約收益，因為其中大部分於報告期內仍在進行中。

棚架搭建服務

近年來，香港特別行政區推出多個大型基建項目，以促進建造業的發展及造福社會。就此而言，政府
多管齊下，矢志維持穩定及可持續的土地供應，以滿足持續住房需求。

另一方面，過去幾年，整個棚架搭建行業面對的主要困難為熟練技工及經驗豐富的人員的供應短缺。
該等短缺導致整個行業的勞工成本增加及利潤率下降，從而進一步加劇棚架搭建界別內的競爭。然而，
值得一提的是，本集團的專利棚架搭建系統「霹靂」在行業上節省人力及提升效率方面效果顯著。

作為香港主要棚架搭建服務供應商之一，憑藉其無可挑剔的服務質素而廣受稱道，加上穩固的客戶
關係，本集團就獲得正面反饋及顯著的業務支持引以為傲。於報告期內，本集團為55個在建項目提供
棚架搭建服務，其中19個已如期完成，亦取得11份新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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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裝修服務

就精裝修服務而言，於報告期內，本集團主要為商業機構及豪宅終端用戶提供精裝修服務。本集團亦
拓展其服務範疇至天花板工程，迄今已收到客戶熱烈的反饋。因精裝修服務競爭激烈，本集團將繼續
努力獲取新合約。

為建築及建造工程提供其他輔助服務

就為建築及建造工程提供其他輔助服務而言，本集團主要提供吊船工作台、防撞欄及登爬維修器材
之安裝及維修服務。本集團過去數年積極開展吊船工作台租賃業務，並在市場上獲得了良好的口碑。
這使得本集團在競爭激烈的本地市場取得了穩定數目的新合約。

借貸業務

於報告期內爆發2019冠狀病毒病對經濟造成影響的情況下，為了減輕企業及個人的現金流壓力及減
輕疫情對當地經濟的影響，企業及個人融資貸款呈現上升趨勢。於報告期內，憑藉相對具吸引力的短
期及長期貸款利息回報，本集團該分部的收益於報告期內錄得增加。

於報告期內，該業務分部為本集團帶來的收益增加及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41,000,000港元（二零二一
年同期：約37,700,000港元）。於報告期內，授出的貸款本金額介乎200,000港元至25,000,000港元，年利
率介乎7.0%至40.5%。

證券投資業務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錄得其投資組合公平值收益淨額約437,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同期：約3,300,000港
元），及出售所得收益約514,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同期：公平值虧損淨額約565,000港元），主要受第
五波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爆發所影響。

本集團預計，由於爆發第五波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及俄國與烏克蘭戰爭威脅，於二零二一╱二零二二
年，全球經濟將持續不穩定。投資委員會將繼續密切監測本集團的投資組合，以實現股東的最大回報。

資產管理業務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收購藍塘創投有限公司（伸達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一間香港的持牌保險經紀及註
冊強積金公司中介人）的控股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本後，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三月開始資產管理業
務。於報告期內，資產管理業務錄得收益約1,7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同期：約1,4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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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一間附屬公司

於二零二一年二月八日，WLS (BVI) Limited（「WLS (BVI)」）（本公司一間全資附屬公司）與新滙地
產發展有限公司（「買方」）訂立有條件買賣協議（「買賣協議」），據此，WLS (BVI)有條件同意出售及
出讓滙隆集團有限公司（「滙隆集團」）（WLS (BVI)一間全資附屬公司）已發行及繳足股本中100,000
股普通股（「銷售股份」）的利益，而買方同意購買及承讓銷售股份，代價約為76,000,000港元連同有關
貸款收入2,000,000港元。

由於買方由董事會主席兼執行董事蘇汝成先生及執行董事黎婉薇最終實益擁有，故根據GEM上市規
則，買方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因此，根據GEM上市規則第20章，出售事項亦構成本公司之一項關連
交易，並須遵守GEM上市規則第20章項下之申報、公佈、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已落實買賣協議以通過出售銷售股份從而出售香港仔內地段第423號第750,000份相等不分割部分之
11,438整份之物業，包括滙隆集團持有的位於香港黃竹坑業興街11號南匯廣場第10樓之11個辦公單位
（「該物業」）。

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已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舉行，而出售事項已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完成。有關交易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二月八日、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一
年五月三十一日的公佈及通函。於出售事項完成後，滙隆集團已不再為WLS (BVI)的附屬公司。關於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的收益的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報告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6。

2019冠狀病毒病爆發造成的影響

於報告期內，我們的業務營運及財務狀況受到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的影響。下列為有關我們的兩大
業務分部－為建築及建造工程提供棚架搭建、精裝修及其他輔助服務以及借貸之相關分析：

為建築及建造工程提供棚架搭建、精裝修及其他輔助服務

於二零二一╱二零二二年，由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運作受到預防2019冠狀病毒病蔓延的各項
措施的限制，相關政府部門批准的新建築項目及合約的數目減少。由中國內地進口的建築材料亦因
2019冠狀病毒病爆發及加強邊境防疫管制而延遲付運。此外，旅遊限制使市場可聘工人減少，進一步
減緩現有建築項目的進度。由於市場上的新項目減少，建造業競爭於本期間愈加激烈。

為降低上述2019冠狀病毒病的影響，本集團檢討並靈活調整業務策略，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四月三十
日止年度降低建築合約價格以中標更多新建築合約。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
共獲授28份新建築合約（截至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12份新建築合約），以及令本分部較二
零二一年同期確認更多合約收益，因為其中大部分於報告期內仍在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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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貸

在2019冠狀病毒病對經濟造成影響的情況下，為了減輕企業及個人的現金流壓力及減輕有關影響，
企業及個人融資貸款呈現上升趨勢。因此，於報告期內，我們的借貸業務的貸款組合錄得增加。另
一方面，因應對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的疫苗上市及持續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令二零二一╱二零
二二年度全球經濟逐步向好，與二零二一年同期相比，報告期內確認的應收貸款預期信貸虧損大幅
減少約24,200,000港元。儘管如此，本集團將繼續努力改善應收貸款催收流程。有關借貸業務的詳情，
請參閱本報告「管理層討論及分析－業務回顧－借貸業務」一節。

業務前景

隨著我們進入二零二一年至二零二二年，2019冠狀病毒病爆發加上過去數月香港政治動蕩帶來的挑戰，
會對香港經濟帶來雙重打擊，並進一步導致香港物業市場的下行趨勢。

因受到2019冠狀病毒病影響，對全球各地造成壓力，重創各行業發展，搭棚業亦不例外，在過去十年，
搭棚業競爭越來越大。一方面，人工成本不斷上漲，成本高昂，但生產力有所下降，面對勞動工人出
現老齡化現象，年輕一代怕辛勞及搭棚業技術要求高而拒絕入行，影響行業人才的招聘，加上政府規
範越來越多，如不輸入勞工等等因素，行業承載能力將會備受考驗，反映對搭棚業前景嚴重缺乏信心。

另一方面，因應市場發展需求，現今許多承建商已採用鐵棚代替竹棚，因鐵棚整體耐用性高，更可計
算承重力，訓練勞工時間可縮短，竹棚架在香港的未來，有機會被取締，依據趨勢發展，現今的鐵棚架，
已成為業界的採用之列，尤其在注重外觀的高級商場，所以，未來公司生意路向都是以混合棚及鐵棚
為主導。

展望二零二一年至二零二二年，鑒於當前經濟的不穩定性及種種困難，本集團正在檢討其現時資產
結構及業務策略，並對現時資產結構進行調整以鞏固我們的資源，從而靈活應對未來的各種不確定
性因素。此外，本集團將尋求機會重振棚架搭建業務，緊貼近期行業內使用竹棚有所下滑等發展趨勢，
提升我們的競爭力。同時，本集團將繼續專注於高利潤率及具發展潛力的業務分部，如借貸業務。本
集團將嚴格遵守成本控制政策，迅速調整棚架搭建業務的業務策略，以應對變幻莫測的市場動態及
為股東產生更多財務回報。

最後，我們將會積極探索一切適宜的投資機會，使本集團的業務範圍多元化，努力推動業務的整體發展。
本集團的業務策略符合政府在物業建設、基建投資及金融市場發展方面整體策略發展規劃的總體指
導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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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於報告期內，收益較上一財政年度同期增加約51.0%。為使業務組合能夠均衡地發展，本集團管理層
近年一直積極尋求其他業務機會及擴展至其他地區之可能性。為建築及建造工程提供棚架搭建、精
裝修及其他輔助服務以及借貸業務項目為本集團帶來可觀之收入，並有助維持本集團之財政穩健，
以期實現未來增長。

於報告期內，營運及行政費用由約33,000,000港元減少至約31,500,000港元，與二零二一年同期相似。
融資成本由約6,800,000港元減少至約6,500,000港元。本集團會於未來期間繼續奉行其嚴格成本控制
之措施。融資活動所籌集的資金加強了本集團的營運資本，以應付未來進一步的投資及擴展機會。

資本結構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股東權益約547,4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四月三十日：約
521,400,000港元）。

重大投資或資本性資產之未來計劃之詳情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七日，本公司與浙江恒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簽署戰略合作協議（「戰略合作協
議」）。根據戰略合作協議，雙方初步達成於適當時機合作銷售，共同發展或採用其他合作方式於構
建全民大健康產業資源創新生態圈，結合各大藥企產能，大健康基地終端配套以及銷售和產品專業。
雙方將基於長期戰略合作原則開展全面戰略合作，包括但不限於股權投資、債務投資及其他投資方式。
雙方將根據市況繼續擴大合作範圍，可能不定期召開高層會議討論合作的模式、方向、進度及其合作
項目的其他事宜。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七日的公佈中。

本集團仍在協商建議收購事項的詳細條款及上述未來計劃，其未必會訂立正式協議。建議收購事項
及其項下擬實施之未來計劃未必會進行。本公司將適時刊發進一步公佈。

除上述及上文「業務前景」各段披露外，於本報告日期，本集團並無計劃於未來作出重大投資或購入
資本性資產。

報告期後事項

自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起並無發生影響本集團之重大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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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除以上一節中的「出售一間附屬公司」各段所披露的出售事項外，截至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
個月，本集團概無進行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之重大收購或出售。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二零一一年購股權計劃」）已於二零二一年八
月三十日屆滿。本公司不可再根據該計劃授出任何其他購股權，惟二零一一年購股權計劃之條文就
行使其屆滿日期前授出之購股權屬必要之範圍而言，仍具十足效力。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二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二零二一年購股權計劃」）之條款，董
事會可全權酌情邀請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之全職或兼職僱員（包括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任
何董事（不論執行或非執行及獨立或非獨立））以及已為或可能為本集團作出貢獻的任何代理、顧問
及諮詢人接納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作為彼等對本集團發展所作貢獻的激勵或獎勵。根據二零
二一年購股權計劃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授出而尚未行使之所有尚未行使購股權獲行使而予
以發行之股份總數，最多不得超過本公司不時已發行股本30%。二零二一年購股權計劃之年期直至
二零三一年十月二十一日為止一直生效。

因行使於任何十二個月期間向承授人授出的二零二一年購股權計劃或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任何其他
購股權計劃項下之購股權（包括已行使及尚未行使購股權）而已發行及將予發行之最多股份數目，不
得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之1%（或如屬關連人士（定義見GEM上市規則）承授人，則0.1%)，除
非本公司股東於股東大會（該承授人及其聯繫人士放棄投票表決權）個別批准則除外，且向有關人士
授出的購股權的數目及條款（包括認購價）須於股東批准前釐定。接納授予購股權時須付不可退回象
徵式代價10港元。

認購價可由董事會釐定，惟不得低於 (a)授出購股權之日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報本公司股份於GEM
之收市價；(b)緊接授出購股權日期前五個營業日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報本公司股份於GEM之平
均收市價；及 (c)於授出日期之股份面值（三者以最高者為準），惟倘屬零碎股價，則每股認購價會約
整至最近整數港仙。

根據二零二一年購股權計劃之條款，購股權可於董事會通知每位承授人之期間內隨時全數或部分行
使，惟根據二零二一年購股權計劃之條款，該期間不得超過要約授出購股權之日起計十年。根據二零
二一年購股權計劃之條款，並無關於必須持有某段最短期間或必須達成的業績目標方可行使購股權
之一般規定。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二零一一年購股權計劃項下並無尚未行使的購股權，且概無根據二零
二一年購股權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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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本公司購股權之變動詳情如下：

購股權數目

授出日期
行使期限
（包括首尾兩日）

每股股份
行使價

於二零二一年
五月一日
尚未行使 期內授出 期內失效 期內註銷 期內行使

於二零二二年
一月三十一日

尚未行使
港元

僱員（附註）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三日 二零二零年二月六日至 

二零二一年八月五日
0.0212 143,671,010 – (143,671,010) – – –

143,671,010 – (143,671,010) – – –

附註：  本公司僱員獲授的合共143,671,010份購股權已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五日因行使期屆滿而失效。

優先購買權

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或百慕達法例，並無優先購買權條文，規定本公司須按比例向現有股東提呈
發售新股份。

管理合約

於報告期內，本公司之一間主要從事資產管理之全資附屬公司伸達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伸達」）與智
易顧問有限公司（「智易顧問」）訂立之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之合作協議仍然生效。根據該合作
協議，伸達已委聘智易顧問就伸達之日常營運、會計及財務事項提供管理服務。該合作協議並無固定
期限，且概無董事於該合作協議中擁有權益。

除上述者外，截至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並無訂立或存在其他有關本公司全部或任何
重大部分業務之管理及行政合約。

董事之重大合約權益

概無董事於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為訂約方而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期間結束時或
九個月內任何時間存續之重大合約中擁有重大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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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董事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錄於所存置登記冊，
或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條所述之董事進行交易的規定標準而須另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
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董事姓名 身份
所持

普通股數目
所持相關
股份數目

於二零二二年
一月三十一日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之
概約百分比

蘇汝成博士 實益擁有人 3,320,000
配偶權益（附註 (a)） 3,320,000

6,640,000 0.05%

黎婉薇女士 實益擁有人 3,320,000
配偶權益（附註 (a)） 3,320,000

6,640,000 0.05%

江錦宏先生 實益擁有人 1,778,000 0.01%

蘇宏進先生 實益擁有人 800,000 0.01%

附註：

(a) 黎婉薇女士為蘇汝成博士之配偶。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概無於本公司或其相聯
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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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董事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並不知悉任何人士（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
政人員除外，彼等之權益已於上文披露）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336條須存置之登記冊內的權益。

購買股份或債券之安排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期內任何時間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並無訂立任何安排，致使本公司董事可透
過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而獲益，而董事或彼等之配偶或18歲以下之子女亦
無任何認購本公司證券之權利或於報告期內行使該等權利。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本公司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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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

截至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內，本公司已採納GEM上市規則第5.46條至第5.68條所載之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本公司亦已向所有董事作出具體查詢，且並不知悉有任何不遵守規
定買賣準則及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之情況。

競爭權益

於報告期內，根據GEM上市規則，下列董事於下列被視為與本集團業務直接或間接構成競爭或可能
構成競爭之業務（並不包括本公司董事獲委任為董事以代表本公司及╱或本集團權益之業務）中擁
有權益：

董事姓名

被視為與本集團業務
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
競爭之實體名稱 競爭業務描述 權益性質

羅文生 凱基證券亞洲有限公司 證券經紀 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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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公司董事會獨立於上述實體之董事會且上述董事不能控制本公司董事會，因此，本集團可在
獨立於且與該等實體業務保持距離的情況下開展業務。

除以上所披露者外，於報告期內，董事概不知悉董事或本公司控股股東或彼等各自任何之緊密聯繫
人（定義見GEM上市規則）有任何業務及權益與本集團業務構成或可能構成競爭，及任何上述人士
與本集團產生或可能產生任何其他利益衝突。

公眾持股量之充足性

根據本公司可獲得之公開資料及就董事所知，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已根據GEM上市規則維持所規
定之公眾持股量。

企業管治

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原則特別注重建立一個優質的董事會、高成效的內部監控，並且對所有股東具透
明度及問責性。本公司相信透過推行嚴格的企業管治常規，將可改善問責性及透明度，從而令股東及
公眾信心增強。於第三季度期間內，本公司已遵守GEM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企
業管治守則」）的條文規定，惟下文披露之偏離情況除外：

企業管治守則第A.2.7條守則條文規定，董事會主席最少每年與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
舉行會議，而執行董事不會列席。由於董事會主席蘇汝成博士亦為執行董事，此項守則條文並不適用，
故本公司偏離此項守則條文。董事會已不斷監控及審閱本公司關於企業管治慣例之進度，以確保遵
守規例。於第三季度期間內曾舉行多次會議，並在適當情況下向董事及本公司高級管理層送交通函
及其他指引，以確保彼等知悉關於企業管治常規之問題。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董事會轄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其書面職權範圍清楚訂明審核委員會之權力
及職責。審核委員會現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盧家麒先生、羅文生先生及林惠如女士）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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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閱本公司之年報及賬目、半年度報告及季度報告以及就此向董事會提供
建議及意見。審核委員會亦負責檢討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報告程序及內部監控程序。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第三季度業績尚未由本公司核數
師審核，惟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並認為該等業績符合適用會計準則、GEM上市規則及法律規定，並
已作出足夠披露。

代表董事會 
主席 
蘇汝成

香港，二零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蘇汝成博士（主席兼執行董事）、江錦宏先生（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黎婉薇女士（執行董事）、蘇宏進先生（執行董事）、謝逢春先生（執行董事）、羅文生先生（獨立非執
行董事）、林惠如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及盧家麒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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