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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摘要

•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收入約為219,006,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233,041,000港元）。

•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約為25,494,000港元（截至二
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39,095,000港元）。

•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約為3.50港仙（二零一四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約5.59港仙）。

• 董事會並不建議宣派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任何中期股息。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報告期」），宏基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統稱「本集團」）主要於香港從事：(i)地基工程；及 (ii)現場土地勘測工程。

地基工程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於香港從事提供地基工程。本集團承接的地基工程主要包括建造插座式工字
樁、微型樁、豎樁、管樁及起重柱。本集團承接公營及私營部門地基工程項目。於報告期內，地
基工程所得收入佔總收入約89.7%（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91.9%）。

現場土地勘測工程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亦作為總承建商於香港提供現場土地勘測工程，其於公營及私營部門承接該
等現場土地勘測工程。於報告期內，現場土地勘測工程所得收入佔總收入約10.3%（截至二零一四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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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入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的總收入約為219,006,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233,041,000港元），較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減少約6.0%。減少主要由於延遲若干
地基工程項目的動工日期及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底開始進行若干項目的工程。

毛利率

本集團於報告期內的毛利率約為25.7%（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26.3%）。於報
告期內，毛利率輕微下降主要由於缺乏利潤率相對較高的項目，以及建築材料成本及分包費用增
加。

一般及行政開支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約為24,415,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四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4,726,000港元），較二零一四年同期增加約65.8%。這主要由於報告期產
生一次性非經常性上市開支約8,000,000港元。

純利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純利約25,485,000港元，與去年同期純利約為
39,170,000港元相比減少約34.9%。該減少主要由於收入減少及於報告期產生一次性非經常性上市
開支。

前景

經考慮已規劃的公共工程仍維持不變及有待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以及香港現有
土木及鐵路項目的地基工程即將在不久將來完成，香港整體地基行業的增長預期於二零一五年將
放緩。此外，私營部門的地基工程仍適度穩定增長。

於未批准的公共工程獲批准後，本集團預期將推出更多地基項目及香港建築市場將恢復增長。本
集團對建築市場及本集團業務的未來仍保持樂觀態度。



宏基集團控股有限公司5

債務及資產押記

本集團的計息借貸總額包括融資租賃，由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約12,398,000港元減少至二零
一五年九月三十日約7,629,000港元。所有借貸以港元計值。借貸利息以浮息計息。本集團目前並
無利率對沖政策，而本集團持續監察利息風險及於需要時考慮對沖任何過高風險。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銀行融資金額6,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6,000,000港元）仍未動用。
該等銀行融資以本集團的固定資產作抵押，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的總賬面淨值分別為約14,916,000港元及約23,757,000港元。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本集團主要透過股東注資、銀行借貸、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入及本公司股份（「股份」）於二零一五
年八月十一日（「上市日期」）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上市」）所得款項為
流動資金及資本需求提供資金。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現金及銀行結餘約116,119,000港元（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
日：約74,956,000港元），全部以港元計值。增加主要由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一日上市收取所得款
項約85,000,000港元，已計及扣除於二零一五年四月向本集團股東派付股息60,000,000港元的影
響。

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的資本負債比率（定義為總計息負債除以本集團的總權益）約為
2.9%（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約8.4%）。於報告期內，本集團並無採用任何金融工具作對沖用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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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由於本集團主要在香港經營且大部分來自營運的收入及交易以港元結算，而本集團的資產與負債
主要以港元計值，故本公司董事（「董事」）認為本集團的外匯風險甚微且本集團有足夠外匯應付其
匯兌需要。於報告期內，本集團並無因匯率波動而面臨任何重大困難或影響其經營或流動資金，
本集團亦未採納任何貨幣對沖政策或其他對沖工具。

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重大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除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八日之招股章程（「招股章程」）所披露者外，於報告期內，本
集團並無持有任何重大投資或進行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資本承擔

除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4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三月
三十一日，本集團概無其他資本承擔。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概無或然負債。

報告期後事項

於報告期後，概無發生重大事項。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163名全職僱員（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161名全職僱
員）。

本集團定期審閱僱員的薪酬政策及待遇。除強制性公積金及內部培訓課程外，本集團亦根據
個人表現評核而增加工資及授予員工酌情花紅。於報告期內，本集團產生的總薪酬成本約為
32,134,000港元，而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34,404,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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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本公司股份已自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一日起在聯交所主板上市。扣除上市開支（包括包銷費用）後
的上市所得款項（同時包括於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確認及自股份溢價中扣除）（「所得款項淨
額」）約為70,700,000港元。根據招股章程「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一節所載的建議用途，本公
司自上市日期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將已收所得款項淨額應用如下：

  上市日期至
  二零一五年
 招股章程所述計劃 九月三十日的
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所得款項用途 所得款項實際用途 未動用款項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購置額外機器 48.4 8.7 39.7

招聘額外員工 7.6 0.2 7.4

償還融資租賃 8.1 1.5 6.6

一般營運資金 6.6 3.5 3.1
   

總計 70.7 13.9 56.8
   

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將按招股章程所述方式應用。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概不知悉計劃所得款項用
途有任何重大變動。

於本報告日期，尚未使用的所得款項淨額已列為存於香港持牌銀行的銀行結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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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4 219,006 233,041

直接成本  (162,750) (171,662)
  

毛利  56,256 61,379

其他收入  391 1,298

其他收益淨額  706 43

一般及行政開支  (24,415) (14,726)
  

經營溢利  32,938 47,994

融資成本 5 (193) (349)
  

除稅前溢利 6 32,745 47,645

所得稅 7 (7,260) (8,475)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25,485 39,170
  

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25,494 39,095

非控股權益  (9) 75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25,485 39,170
  

每股盈利
－基本（每股港仙） 9 3.50 5.59
  

－攤薄（每股港仙） 9 3.50 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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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45,344 44,339
 預付款  900 50
 會籍  400 400
 遞延稅項資產  – 149
  

  46,644 44,938
  

流動資產
 應收客戶合約工程款項總額  99,547 55,19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73,604 90,145
 可收回稅項  645 7,09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6,119 74,956
  

  289,915 227,382
  

流動負債
 應付客戶合約工程款項總額  13,713 15,306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42,352 27,518
 應付股息  – 60,000
 融資租賃承擔 12 7,261 9,197
 應付稅項  4,509 4,246
  

  67,835 116,267
  

流動資產淨值  222,080 111,115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68,724 156,053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承擔 12 368 3,201
 長期服務金撥備  861 861
 遞延稅項負債  5,298 4,896
  

  6,527 8,958
  

資產淨值  262,197 147,095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 8,000 10,350
 儲備  254,197 136,130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權益總額  262,197 146,480
非控股權益  – 615
  

權益總額  262,197 147,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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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資本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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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13）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10,350 – – – 136,130 146,480 615 147,095

集團重組時股本對銷 (10,350) – – – – (10,350) – (10,350)

發行新股份 – – – – – – – –

集團重組時已發行股份 7,000 - 3,956 – – 10,956 (606) 10,350

根據股份發售已發行股份 1,000 84,000 – – – 85,000 – 85,000

股份發行開支 – (5,052) – – – (5,052) – (5,052)

被視為注資 – – – 9,669 – 9,669 – 9,669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 – – – 25,494 25,494 (9) 25,485
        

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8,000 78,948 3,956 9,669 161,624 262,197 – 262,197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10,350 – – – 133,980 144,330 458 144,788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 – – – 39,095 39,095 75 39,170
        

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0,350 – – – 173,075 183,425 533 183,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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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
營運所得現金 27,282 2,106

已付稅項 – (36)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27,282 2,070
  

投資活動
購買固定資產之款項 (11,495) (5,147)

出售固定資產之所得款項 715 –

向關聯方墊款淨額 – (2,248)

已收利息 6 14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10,774) (7,381)
  

融資活動
已付融資租賃租金的資本 (4,769) (5,846)

已付融資租賃租金的利息 (193) (349)

發行股份所得款項 85,000 –

發行股份開支 (5,052) –

被視為注資所得款項 9,669 –

已派付股息 (60,000) –

股份資本化發行之款項 – (1,228)
  

融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24,655 (7,42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41,163 (12,734)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4,956 66,049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6,119 53,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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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及集團重組

(a) 一般資料

本公司為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lifton House, 

75 Fort Street, P.O. Box 1350, Grand Cayman KY1-1108, Cayman Islands。

本集團主要於香港從事：(i)地基工程；及 (ii)現場土地勘測工程。

本公司股份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一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
市。

(b) 集團重組

為籌備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本公司曾進行集團重組（「重組」）。

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十月七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
限責任公司。透過重組（詳述於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八日有關本公司股份全球
發售之招股章程（「招股章程」）附錄四「法定及一般資料」內「公司重組」一段），本公
司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一日成為現時組成本集團的各公司的控股公司。

2. 呈列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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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六之適
用披露規定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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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除下文所述者外，編製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中期財務資料
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招股章程附錄一會計師報告所載截至二零一三年、二零一四年及
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資料所採納者貫徹一致。

本集團已採納以下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適用之準則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 界定福利計劃：僱員供款
 （二零一一年）（修訂本）
年度改進項目 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年度改進項目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本集團已評估採納該等準則修訂之影響，並認為不會對本集團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
響，亦不會導致本集團會計政策出現任何重大改變。

4. 營業額及分部報告

(a) 營業額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地基建築及土地勘測。

營業額指來自建造合約及土地勘探服務的收入。各重大類別收入的金額於各期間於
營業額內確認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來自建造合約的收入 196,445 214,206

來自土地勘探服務的收入 22,561 18,835
  

 219,006 233,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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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分部報告

本集團按業務的分部管理其業務。為與向本集團高級管理層內部呈報以分配資源及
評估表現的資料一致，本集團已呈報下列兩個可呈報分部。並無經營分部綜合組成
以下可呈報分部。

– 地基建築：該分部向香港的客戶提供地基建築工程。

– 土地勘探服務：該分部向香港的客戶提供土地勘探服務。

分部資料僅呈列有關本集團的業務分部。由於10%以下的本集團收入、經營溢利及
資產來自香港以外的業務活動，故概無列示地理位置分析。

(i)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就評估分部表現及分配分部之間的資源而言，　本集團高級行政管理人員按以
下基準監察各可呈報分部應佔的業績、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包括所有按流動及非流動資產，惟不包括可收回即期稅項及遞延稅
項資產（如有）。分部負債包括按所有流動及非流動負債，惟不包括應付即期
稅項及遞延稅項負債。

收入及開支參考該等分部產生的收入及開支，或該等分部應佔資產折舊所產
生的收入及開支分配至可呈報分部。報告分部溢利所用的計量為除稅前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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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部業績如下：

 地基建築 土地勘探服務 總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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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外部客戶收入 196,445 214,206 22,561 18,835 219,006 233,041
      

可呈報分部收入 196,445 214,206 22,561 18,835 219,006 233,041
      

可呈報分部溢利 31,586 45,834 1,159 1,811 32,745 47,645
      

利息開支 188 327 5 22 193 349

年內折舊及攤銷 10,015 10,280 321 318 10,336 10,598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分部資產及負債如
下：

 地基建築 土地勘探服務 總計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可呈報分部資產 310,762 241,742 25,778 25,163 336,540 266,905

固定資產 43,475 42,314 1,869 2,025 45,344 44,33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64,027 78,786 9,577 11,359 73,604 90,145

期內非流動分部資產的添置 11,314 5,119 181 165 11,495 5,284

可呈報分部負債 54,152 106,333 11,029 11,574 65,181 117,907

應付融資租賃 7,508 12,136 121 262 7,629 12,398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33,473 20,357 8,879 7,161 42,352 27,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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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可呈報分部收入、損益、資產及負債的對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可呈報分部收入及綜合營業額 219,006 233,041
  

溢利

可呈報分部溢利 32,745 47,645

分部間溢利對銷 – –
  

除稅前綜合溢利 32,745 47,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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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於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可呈報分部資產 336,540 266,905

分部間可收款項對銷 (626) (1,824)
  

 335,914 265,081

可收回稅項 645 7,090

遞延稅項資產 – 149
  

綜合資產總值 336,559 272,320
  

負債
可呈報分部負債 65,181 117,907

分部間負債對銷 (626) (1,824)
  

 64,555 116,083

即期稅項負債 4,509 4,246

遞延稅項負債 5,298 4,896
  

綜合負債總額 74,362 125,225
  

5. 融資成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融資租賃承擔的財務費用 193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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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乃經扣除下列各項後達致：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a)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定額供款退休計劃的供款 1,035 1,042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29,578 28,599
  

 30,613 29,641

加：計入應收╱（付）
 客戶合約工程款項總額的款項 1,521 4,763
  

 32,134 34,404
  

(b) 其他項目

折舊 9,624 10,375

加：計入應收╱（付）客戶
 合約工程款項總額的款項 712 223
  

 10,336 10,598

經營租賃支出
－租賃機械 10,058 14,225

－租賃物業 918 894

核數師酬金 400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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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香港利得稅 6,709 7,814

遞延稅項 551 661
  

 7,260 8,475
  

香港利得稅按期內於香港產生或源自香港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6.5%（二零一四年： 16.5%)

之稅率計算。

8. 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四年：無）。

9. 每股盈利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除以各期間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計
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已就已發行股份之影響作出追溯調整，該影響有關於
二零一五年五月九日之重組，其詳情載於下文附註13。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千港元） 25,494 39,095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727,867 699,990

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3.50 5.59
  



二零一五年中期報告 20

攤薄

由於期內並無潛在攤薄普通股，故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賬款 13,628 24,331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9,548 13,167

應收保留金（附註 (i)） 50,428 52,647
  

 73,604 90,145
  

附註：

(i) 除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約21,757,000港元及22,425,000港元預期
將於一年後收回外，所有餘額預期將於一年內收回。

(a) 賬齡分析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基於客戶發出的進度證書日
期及扣除呆賬撥備後，應收賬款（計入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個月內 10,690 22,116

一至兩個月 2,262 507

兩至三個月 450 –

三個月以上 226 1,708
  

 13,628 24,331
  

應收賬款一般於付款申請日期起計30至50日或自付款證明日期起計0至60日內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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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應收賬款減值

應收賬款的減值虧損使用撥備賬列賬，除非本集團信納收回款項的機會極微，在此
情況下，減值虧損乃直接與應收賬款撇銷。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概無個別應收賬款釐定為減
值。

(c) 未減值的應收賬款

概無個別或共同被視作減值的應收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無逾期亦無減值 7,906 14,072

逾期少於一個月 3,234 8,551

逾期一個月至三個月 2,340 –

逾期三個月以上 148 1,708
  

 13,628 24,331
  

既無逾期亦無減值的應收款項與眾多近期無違約記錄的客戶有關。

已逾期但無減值的應收款項與多名與本集團有良好往績記錄之獨立客戶有關。根據
過往經驗，由於信貸質素並無重大變動，且結餘仍被視為可悉數收回，故管理層相
信毋須就此等結餘作出減值撥備。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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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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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34 21,546

應付保留金（附註 (i)） 3,658 1,952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4,160 4,020
  

 42,352 27,518
  

附註：

(i) 除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約2,485,000港元及390,000港元外，所有
餘額預期將於一年內償付。

(ii) 基於發票日期的貿易應付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個月內 17,410 11,388
一至兩個月 10,683 3,869
兩至三個月 901 1,008
三個月以上 5,540 5,281
  

 34,534 21,546
  



宏基集團控股有限公司23

12. 融資租賃承擔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以下應償還融資租賃承
擔：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最低租賃 最低租賃 最低租賃 最低租賃
 付款的現值 付款總額 付款的現值 付款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7,261 7,401 9,197 9,496
    

一年後惟於兩年內 368 371 3,145 3,183
兩年後惟於五年內 – – 56 56
    

 368 371 3,201 3,239
    

 7,629 7,772 12,398 12,735
   

減：未來利息開支總額  (143)  (337)
    

租賃承擔的現值  7,629  12,398
    

13. 股本

 普通股數目 名義金額
  港元

法定：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38,000,000 380,000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2,000,000,000 20,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10,000 100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800,000,000 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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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十月七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法定股本為380,000港元，分為
38,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股份。於其註冊成立日期，本公司向認購人發行1股普通
股，隨後於二零一四年十月七日轉讓予新得利有限公司（「新得利」）。

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五日，5,681股、2,364股、1,939股及15股未繳股款股份分別配發及
發行予新得利、森活環球有限公司（「森活」）、梁文麟先生（「梁先生」）及楊少麗女士（「楊女
士」）。

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九日，根據本公司股東的書面決議案，法定股本增加至20,000,000港元
（分為2,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九日，根據重組及作為本公司自新得利、森活、梁先生及楊女士收購香
港宏偉有限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的代價，新得利、森活、梁先生及楊女士當時分別持有的
5,682股、2,364股、1,939股及15股未繳股款股份入賬列為按面值繳足，而397,734,318股、
165,477,636股、135,728,061股及1,049,985股股份（均入賬列為按面值繳足）分別配發及發行
予新得利、森活、梁先生及楊女士。

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一日，本公司根據其全球發售按發售價每股0.85港元發行100,000,000

股股份，因此，於資本化約5,052,000港元股份發行成本後，約79,948,000港元確認於綜合
財務狀況表的權益項內（包括約78,948,000港元計入股份溢價賬）。

14. 承擔

(a) 資本承擔

於各財務狀況表日期尚未撥備的未償還資本承擔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訂約但尚未撥備：
 固定資產 2,096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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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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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低租賃付款總額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1,793 1,793

一年後惟於五年內 588 1,470
  

 2,381 3,263
  

本集團為經營租賃下若干物業的承租人。該等租賃主要用於經營初始兩年的時間，
可於重新磋商所有條款時重續租約。概無租賃包括或然租賃。

15. 關連方交易

(a)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關連方與本集團的交易如下：

關連方名稱 與本集團的關係

中恆企業控股有限公司 本公司若干董事擁有的關連公司

中華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本公司若干董事擁有的關連公司

宏基（澳門）地基建築工程 本公司若干董事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五日
 有限公司 　之前共同擁有的私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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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以下概述根據本集團與關連方於正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達成的條款進行的主要關連
方交易：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向以下各方租賃物業
－中恆企業控股有限公司 312 306

－中華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570 570
  

 882 876
  

來自以下各方的機器租賃收入
－宏基（澳門）地基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 993
  

(c) 主要管理人員薪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3,300 3,010

定額供款退休計劃的供款 27 26
  

 3,327 3,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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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重大投資、收購及出售事項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重大投資或進行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惟
招股章程所披露與上市有關的重組除外。

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未來計劃

除招股章程所披露者外，本公司並無任何其他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計劃。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自上市日期起及直至本報告日期，本公司或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
證券。

競爭權益

經向全體董事、控股股東及主要股東作出具體查詢後，彼等均確認，除本集團所經營直接或間接
與本集團業務競爭或可能競爭的業務之外，彼等或彼等各自之緊密聯繫人（定義見聯交所證券上
市規則（「上市規則」））概無於任何業務中擁有權益。

權益披露

董事及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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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香港
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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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有關規定彼等被當作或被視為擁有的任何權益或淡倉），或已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

條登記於其所指定登記冊內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上市規則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証券交易之標準守
則（「標準守則」）已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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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於股份的好倉

  所持╱擁有 佔權益的
董事姓名 身份╱性質 權益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劉煥詩先生（「劉煥詩先生」） 與其他人士共同持有的權益； 599,100,000 74.90%
  控制法團權益（附註1及4）

方漢鴻先生（「方先生」） 與其他人士共同持有的權益； 599,100,000 74.90%
  控制法團權益（附註2及4）

梁文麟先生（「梁先生」） 與其他人士共同持有的權益； 599,100,000 74.90%
  控制法團權益（附註3及4）

附註：

(1) 劉煥詩先生擁有新得利有限公司（「新得利」）約94.65%股權，而新得利實益擁有本公司42.62%股
權。因此，就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劉煥詩先生被視為或被當作於新得利實益擁有的所有股份
中擁有權益。劉煥詩先生為本公司主席、執行董事及提名委員會主席。

(2) 方先生擁有森活環球有限公司（「森活」）79%股權，而森活實益擁有本公司17.73%股權。因此，
就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方先生被視為或被當作於森活實益擁有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方先
生為本公司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3) 梁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

(4) 根據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日的確認契約（「一致行動人士契約」），新得利、森活、劉煥詩
先生、方先生及梁先生為一致行動人士（具有香港公司收購及合併守則（「收購守則」）賦予的涵
義）。因此，緊隨股份全球發售完成後（不計及根據該計劃（定議如下）可能授出的任何購股權獲
行使時而可能發行的任何股份），新得利、森活、劉煥詩先生、方先生及梁先生合共持有本公司
全部已發行股本約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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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於相聯法團之權益

姓名 身份╱性質 所持股份數目
於相聯法團之
職位

於相聯法團之權益
百分比

劉煥詩先生 實益擁有人 17,600股普通股 新得利董事
（附註）

於新得利之約
94.65%

劉志興先生
（「劉志興先生」）

實益擁有人 200股普通股 新得利董事
（附註）

於新得利之約
1.07% 

劉志成先生
（「劉志成先生」）

實益擁有人 200股普通股 不適用 於新得利之約
1.07% 

方先生 實益擁有人 79股普通股 森活董事
（附註）

於森活之79% 

附註：

根據一致行動人士契約，新得利、森活、劉煥詩先生、方先生及梁先生為一致行動人士（具有收購守則
賦予的涵義）。因此，緊隨股份全球發售完成後（不計及根據該計劃（定議如下）可能授出的任何購股權
獲行使時而可能發行的任何股份），新得利、森活、劉煥詩先生、方先生及梁先生合共控制本公司全部
已發行股本約74.9%。

主要及其他股東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據董事所知，以下人士（並非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或相
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之規定須予披露，及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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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股份的好倉

  所持╱擁有 佔權益的
名稱 身份╱性質 權益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新得利 與其他人士共同持有的 599,100,000 74.90%

  權益；實益擁有人（附註1）

森活 與其他人士共同持有的 599,100,000 74.90%

  權益；實益擁有人（附註1）

蘇才女士 配偶權益（附註2） 599,100,000 74.90%

鄺瑞嬋女士 配偶權益（附註3） 599,100,000 74.90%

陳瑞優女士 配偶權益（附註4） 599,100,000 74.90%

附註：

(1) 根據一致行動人士契約，新得利及森活，連同劉煥詩先生、方先生及梁先生，為一致行動人士（具有收
購守則賦予該詞的涵義），因此彼等均被視為於各自所持有股份中擁有權益。根據一致行動人士契約，
劉煥詩先生、方先生、梁先生、新得利及森活於集團重組過程中為一致行動人士（具有收購守則賦予該
詞的涵義）及將繼續為一致行動人士（具有收購守則賦予該詞的涵義），直至彼等根據一致行動人士契約
書面終止有關安排。

(2) 蘇才女士乃劉煥詩先生的配偶，就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被視為或當作於劉煥詩先生擁有或視作擁有
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3) 鄺瑞嬋女士乃方先生的配偶，就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被視為或當作於方先生擁有或視作擁有的所有
股份中擁有權益。

(4) 陳瑞優女士乃梁先生的配偶，就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被視為或當作於梁先生擁有或視作擁有的所有
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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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九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該計劃」），本公司可向本集團僱員（全職
或兼職）、董事、諮詢師、顧問、分銷商、承包商、供應商、代理、客戶、商業夥伴及服務供應
商授出認購股份之購股權，以肯定彼等對本集團所作貢獻，承授人須就所授出之每份購股權支付
1.00港元，並須於由授出日期起計7日內接納授出之購股權。股份之認購價不得低於下列各項中
之較高者：(i)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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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於緊接授出購股權日期前五個交易日之平均收市價；及 (iii)授出購股權日期之股份面值。

在該計劃所載提早終止條文規限下，已授出之購股權可於由授出日期起計不超過10年之期間內隨
時行使。

因行使根據該計劃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已授出但尚未行使之所有發行在外購股權而可予
發行之股份數目上限，不得超出本公司不時已發行股份數目之30%。除非根據該計劃所載條件取
得股東批准，否則因行使根據該計劃及任何其他計劃將予授出之所有購股權而可予發行之股份總
數，合共不得超出於該計劃批准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份數目之10%。因行使於截至授出日期止之
任何12個月期間內向每位參與者授出之購股權（包括已行使及尚未行使之購股權）而已發行及將予
發行之股份總數不得超出本公司當時已發行股份數目之1%。

由該計劃採納日期二零一五年五月九日起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概無購股權獲授出、行
使、註銷或失效，而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該協議項下概無尚未行使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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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建議宣派報告期內之任何中期股息。

企業管治

自上市日期起及直至本報告日期，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的所有適用
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經本公司作
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自上市日期起及直至本報告日期已完全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標
準。

審核委員會及財務資料審閱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與本公司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準則及慣例，並討
論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本集團報告期內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本集團於報告
期內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經審核委員會審閱及批准。審核委員會認為，編製有關
業績遵守適用會計準則及規定以及上市規則並已作出充分披露。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羅耀昇先生、王子敬先生及何昊洺先生組成。羅耀昇先生已獲
委任為審核委員會的主席。

承董事會命
宏基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劉煥詩

香港，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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