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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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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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全部或任何部
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INGASIA HOLDINGS LIMITED
星 亞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293）

截至2018年1月31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的特色

GEM的定位，乃為中小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此等公司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
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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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亞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董事」）願共同及個別對此公告承擔全部責任，
包括遵照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之規定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
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本公告所載之資料在所有重
要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並無誤導或欺騙成分，且並無遺漏其他事宜，以致本公告內
任何聲明或本公告產生誤導。

本公告原文乃以英文編製，其後翻譯成中文。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義，概以英文版
為準。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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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截至2018年1月31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
核收益約為10,238,000坡元，較截至2017年1月31日止六個月增加約324,000坡元
或3.3%。

• 本集團截至2018年1月31日止六個月的期內未經審核虧損約為1,470,000坡元，
較截至2017年1月31日止六個月的虧損增加約1,379,000坡元。

• 截至2018年1月31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為0.118坡仙，相比之下，截
至2017年1月31日止六個月的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則為0.007坡仙（經重列）。

•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2018年1月31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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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集團截至2018年1月31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的未
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2017年同期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8年1月31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

截至1月31日止三個月 截至1月31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2018年 2017年
附註 坡元 坡元 坡元 坡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4 5,492,305 5,331,099 10,237,623 9,913,726

服務成本 (3,982,657) (3,749,204) (7,246,936) (6,796,234)

毛利 1,509,648 1,581,895 2,990,687 3,117,492

其他收入及收益 4 45,260 83,894 83,219 189,460

行政開支 (2,145,693) (1,764,286) (4,143,826) (3,253,398)

其他營運開支 (277,116) (77,061) (407,204) (137,942)

融資成本 — (2,637) — (5,608)

除稅前虧損 5 (867,901) (178,195) (1,477,124) (89,996)

所得稅抵免╱（開支） 6 4,157 23,687 7,607 (615)

期內虧損 (863,744) (154,508) (1,469,517) (90,611)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異 2,475 728 2,632 442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2,475 728 2,632 442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861,269) (153,780) (1,466,885) (90,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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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月31日止三個月 截至1月31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2018年 2017年
附註 坡元 坡元 坡元 坡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以下人士應佔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863,744) (154,169) (1,469,517) (90,369)

非控股權益 — (339) — (242)

(863,744) (154,508) (1,469,517) (90,611)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861,269) (153,441) (1,466,885) (89,927)

非控股權益 — (339) — (242)

(861,269) (153,780) (1,466,885) (90,16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經重列） （經重列）
基本及攤薄（坡仙） 7 (0.069) (0.012) (0.118) (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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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8年1月31日

2018年 
1月31日

2017年 
7月31日

附註 坡元 坡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廠房及設備 9 830,458 1,009,162
商譽 10 905,495 905,495
遞延稅項資產 409,600 369,426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2 27,832 103,212

非流動資產總值 2,173,385 2,387,295

流動資產
貿易應收款項 11 4,091,615 3,451,349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2 372,745 226,56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230,218 6,088,213

流動資產總值 8,694,578 9,766,126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3 45,711 —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14 1,990,300 1,868,368
應付稅項 55,180 41,396

流動負債總值 2,091,191 1,909,764

流動資產淨值 6,603,387 7,856,362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8,776,772 10,243,657

資產淨值 8,776,772 10,243,657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5 433,000 433,000
股份溢價 12,079,017 12,079,017
合併儲備 (2,379,552) (2,379,552)
（累計虧損）╱保留溢利 (1,352,991) 116,526
其他儲備 (2,702) (5,334)

總權益 8,776,772 10,243,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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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2018年1月31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其他儲備
匯兌波動 

儲備
（累計虧損）╱ 

保留溢利 非控股權益 總權益
坡元 坡元 坡元 坡元 坡元 坡元 坡元 坡元         

2018年
於2017年8月1日（經審核） 433,000 12,079,017 (2,379,552) (4,958) (376) 116,526 — 10,243,657
期內虧損 — — — — — (1,469,517) — (1,469,517)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異 — — — — 2,632 — — 2,632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 — — 2,632 (1,469,517) — (1,466,885)

於2018年1月31日（未經審核） 433,000 12,079,017 (2,379,552) (4,958) 2,256 (1,352,991) — 8,776,772

2017年
於2016年8月1日（經審核） 433,000 12,079,017 (2,379,552) — — 734,796 — 10,867,261
期內虧損 — — — — — (90,369) (242) (90,611)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異 — — — — 442 — — 442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 — — 442 (90,369) (242) (90,169)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 — — — — — — 17,172 17,172
收購非控股權益而不影響控制權 — — — — — — (16,930) (16,930)

        

於2017年1月31日（未經審核） 433,000 12,079,017 (2,379,552) — 442 644,427 — 10,777,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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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2018年1月31日止六個月

截至1月31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坡元 坡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流
除稅前虧損 (1,477,124) (89,996)
經以下各項調整：
折舊 239,220 191,022
出售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12,008 —

財務成本 — 5,608
滙兌收益 — (53,305)
利息收入 (216) (92)

(1,226,112) 53,237
營運資金變動：
貿易應收款項 (640,266) (1,186,186)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70,801) (57,374)
貿易應付款項 45,711 74,20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121,932 252,484

營運所用現金 (1,769,536) (863,634)
已付所得稅 (18,783) (101,907)

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流淨值 (1,788,319) (965,541)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流
購入廠房及設備 (72,484) (174,460)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 — 51,067
已收利息 216 92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流淨值 (72,268) (123,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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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月31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坡元 坡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流
償還銀行借款 — (2,537,754)
銀行借款所得款項 — 2,242,210
已付利息 — (5,608)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流淨值 — (301,15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值 (1,860,587) (1,389,994)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088,213 8,287,411
匯率變動對外幣計值的現金結餘之影響 2,592 53,305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230,218 6,95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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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8年1月31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為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地址
為Clifton House, 75 Fort Road, PO Box 1350, Grand Cayman KY1-1108 Cayman 
Islands。本公司已於2015年12月22日根據公司條例（香港法例第622章）（「公司條
例」）第16部向香港公司註冊處註冊為非香港公司，在香港的主要營業地點為香港
中環皇后大道中39號豐盛創建大廈19樓。本集團總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位於27 
New Bridge Road, Singapore 059391。

本公司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主營以下業務：

• 人力外判

• 人力招聘

• 人力培訓

2. 編製基準

截至2018年1月31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國際會計準則
理事會頒布的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之
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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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應與截至2017年7月31日止年度的經審核財務報表一
併閱讀，其內容乃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包括國際
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及詮釋以及香港公司條例
的披露規定。編製此等未經審核簡明財務報表所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
2017年7月31日止年度的全年財務報表所用者一致，採納以下與本集團之營運相
關並於2017年8月1日開始的本集團財政年度生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除外。

國際會計準則第7號（經修訂） 披露動議
國際會計準則第12號（經修訂） 就未變現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採納該等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導致本集團的會計政策及於目前及過往
期間所報數額產生重大變動。

編製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本集團已採用所有於自2017年8月1日開始的會計
期間生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以及相關過渡條文。採納此等新訂╱經修訂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導致本集團的會計政策出現變動，亦無對本期間或過往期間所
呈報的金額造成重大影響。

本集團於2017年8月1日開始的財政年度並無提早採納任何已頒佈但未生效之新訂
╱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董事正在評估日後採納該等新訂╱經修訂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之可能影響，但尚未可合理地估計其對本集團業績及財務報表之影響。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除另有指明外，未經審核簡明
綜合財務報表以新加坡元（「坡元」）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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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提供人力服務。由於本集團已經整合資源，亦無獨立經營分部可
供呈報，故呈報予本集團管理層以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的資料呈列本集團整體的
經營業績，因此概無呈列經營分部資料。

於截至2018年1月31日止六個月內，收益、經營開支、資產及負債主要來自本集團
於新加坡的經營。

於各報告期末，本集團的非流動資產主要位於新加坡。

4. 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

截至1月31日止三個月 截至1月31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2018年 2017年
坡元 坡元 坡元 坡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收益
人力外判 5,136,744 4,910,372 9,455,242 8,958,110
人力招聘 177,224 221,052 296,759 380,724
人力培訓 178,337 199,675 485,622 574,892

5,492,305 5,331,099 10,237,623 9,913,726

其他收入及收益
政府補助 2,520 — 7,440 19,875
雜項收入 10,631 16,583 17,076 31,735
匯兌收益 — 19,455 — 53,305
沒收收入 16,150 25,325 31,975 45,750
出售商品 15,826 22,465 26,512 38,703
利息收入 133 66 216 92

45,260 83,894 83,219 189,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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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虧損

本集團除稅前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1月31日止三個月 截至1月31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2018年 2017年
坡元 坡元 坡元 坡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服務成本 3,982,657 3,749,204 7,246,936 6,796,234
折舊 116,404 98,808 239,220 191,022
僱員福利開支 
（不包括董事薪酬）
— 薪金及花紅 (1) 4,401,096 3,935,220 8,045,981 7,134,782
— 中央公積金供款 (2) 453,475 440,314 811,042 785,435
— 強制性公積金供款 12,070 — 26,477 —
— 外勞徵費 (3) 285,728 276,304 559,576 542,200
— 短期福利 21,602 21,886 36,217 47,122

(1) 薪金及花紅包括臨時勞工成本，截至2018年1月31日止六個月為5,959,721坡
元（2017年：5,522,756坡元）。此等金額已計入服務成本。

薪金及花紅包括臨時勞工成本，截至2018年1月31日止三個月為3,285,125坡
元（2017年：3,054,656坡元）。此等金額已計入服務成本。

(2) 中央公積金（「中央公積金」）供款包括臨時勞工成本，截至2018年1月31日止六
個月為652,430坡元（2017年：614,075坡元）。此等金額已計入服務成本。

中央公積金供款包括臨時勞工成本，截至2018年1月31日止三個月為376,198
坡元（2017年：348,318坡元）。此等金額已計入服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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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外勞徵費包括臨時勞工成本，截至2018年1月31日止六個月為472,320坡元
（2017年：441,616坡元）。此等金額已計入服務成本。

外勞徵費包括臨時勞工成本，截至2018年1月31日止三個月為240,783坡元
（2017年：210,167坡元）。此等金額已計入服務成本。

6. 所得稅（抵免）╱開支

本集團須按實體基準就本集團成員公司註冊及營運所在的司法權區中產生或取
得的溢利繳納所得稅。

新加坡企業稅在抵扣結轉的任何稅項虧損後按期內於新加坡產生的可徵稅收入
的17%（2017年：17%）撥備。

由於期內概無於香港產生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就於韓國營運之附屬公司而言，企業稅乃按照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10%
（2017年：10%）撥備。

 所得稅（抵免）╱開支主要部份

截至2018年及2017年1月31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的所得稅（抵免）╱開支主要部分
如下：

截至1月31日止三個月 截至1月31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2018年 2017年
坡元 坡元 坡元 坡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即期所得稅：
期內支出 20,161 11,292 36,456 13,702
往年超額撥備 (3,889) — (3,889) —

遞延所得稅：
期內抵免 (20,429) (34,979) (40,174) (13,087)

期內稅項（抵免）╱開支 
總額 (4,157) (23,687) (7,607)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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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截至1月31日止三個月 截至1月31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2018年 2017年
坡元 坡元 坡元 坡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經重列）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坡元） (863,744) (154,169) (1,469,517) (90,369)
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 1,250,000,000 1,250,000,000 1,250,000,000 1,250,000,000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坡仙） (0.069) (0.012) (0.118) (0.007)

每股基本虧損的計算乃基於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及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
數，有關加權平均數經已調整，以反映於2018年3月8日的股份分拆的影響（附註
17）。

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因為本集團於截至2018年及2017年1月31日
止六個月及三個月並無具潛在攤薄效果的普通股。

8.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2018年1月31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2017年︰無）。

9. 廠房及設備

截至2018年1月31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購資產的總成本為72,484坡元（2017年：
174,460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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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商譽

坡元

於2017年7月31日（經審核）及2018年1月31日（未經審核） 905,495

於業務合併收購的商譽乃於收購時分配予預期將可從業務合併獲益的現金產生
單位（「現金產生單位」）。商譽的賬面值已分配如下：

坡元

人力外判
TCC Hospitality Resources Pte. Ltd及TCC Manpower Pte. Ltd 886,341

人力培訓及招聘
TCC Education and Consulting Services Pte. Ltd及TCC Korea Inc. 19,154

905,495

上述現金產生單位的可收回金額乃按使用價值計算利用根據管理層每年批准的
五年期財政預算的現金流量預測來釐定。

管理層認為截至2017年7月31日止年度批准的計算的主要因素及假設於本期間並
無被嚴重違反，以及於截至2018年1月31日止期間，並無進一步撇減商譽的賬面
值。管理層將繼續監察商譽是否可收回及於有需情況下考慮作出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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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應收款項

於2018年
1月31日

於2017年
7月31日

坡元 坡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第三方 3,878,967 3,135,302
減：減值撥備 (121,209) (121,209)

3,757,758 3,014,093
未發單應收款項 333,857 437,256

4,091,615 3,451,349

貿易應收款項為免息，而一般期限為30日。

所有貿易應收款項以新加坡元計值。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收款項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已扣除減值撥備）如下：

於2018年
1月31日

於2017年
7月31日

坡元 坡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少於30日 2,455,494 1,451,197
31日至60日 393,234 689,184
61日至90日 112,091 237,959
多於90日 796,939 635,753

3,757,758 3,014,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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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應收款項的減值撥備變動如下：

於2018年
1月31日

於2017年
7月31日

坡元 坡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期初 121,209 —

已確認減值虧損 — 121,209

期末 121,209 121,209

上述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撥備包括個別減值貿易應收款項撥備121,209坡元（2017
年：121,209坡元）。

12.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2018年
1月31日

於2017年
7月31日

坡元 坡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
按金 140,034 27,306
其他應收款項 58,788 28,122
預付款項 173,923 171,136

372,745 226,564

非流動：
按金 27,832 10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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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應付款項

於2018年
1月31日

於2017年
7月31日

坡元 坡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45,711 —

貿易應付款項為免息，一般於14日期限清償。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付款項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2018年
1月31日

於2017年
7月31日

坡元 坡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少於30日 45,711 —

1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於2018年
1月31日

於2017年
7月31日

坡元 坡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商品及服務稅 350,093 268,301
應計臨時工成本 692,183 600,907
應計員工成本 700,697 621,601
其他應付款項 247,327 377,559

1,990,300 1,868,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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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股本

股份數目 港元

法定：每股0.01港元的普通股
於2016年8月1日、2017年7月31日、 

2017年8月1日及2018年1月31日 5,000,000,000 50,000,000

股份數目 坡元

已發行及繳足每股0.01港元的普通股：
於2016年8月1日、2017年7月31日、 

2017年8月1日及2018年1月31日 250,000,000 433,000

16. 關連方交易

 主要管理人員的薪酬

截至1月31日止三個月 截至1月31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2018年 2017年
坡元 坡元 坡元 坡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薪金及花紅 282,699 202,680 546,317 405,360

中央公積金供款 16,199 15,300 31,499 30,600

強積金供款 1,535 — 3,097 —

300,433 217,980 580,913 435,960

本集團執行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的薪酬乃按本集團個別人士的表現及市場趨勢
釐定。

17. 報告期後事項

於2018年3月8日，本公司每股面值0.01港元之現有已發行及未發行股份已分拆為
5股每股面值0.002港元之股份（「股份分拆」）。股份分拆的更多詳情載於本公司日
期為2018年1月29日及2018年3月7日之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2018年2月8日之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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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收益

本集團於截至2018年1月31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收益約為10,238,000坡元，較截至
2017年1月31日止六個月增加約324,000坡元或增長約3.3%。增長主要來自人力外判
服務的收益增長。

來自人力外判服務的收益大都源自酒店及度假村、餐飲（「餐飲」）及零售行業。增長主
要有賴酒店及度假村客戶對我們的服務的需求增加。酒店及度假村行業於年底假期
錄得高需求，而我們也因酒店及度假村行業在節慶高峰期產生更多收益而受惠。

毛利

儘管收益增加，本集團的毛利由截至2017年1月31日止六個月的約3,117,000坡元減少
約126,000坡元或4.0%至截至2018年1月31日止六個月的約2,991,000坡元。

整體毛利率由截至2017年1月31日止六個月的31.4%輕微減少至截至2018年1月31日止
六個月的29.2%。截至2018年1月31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率較低，因為我們須收取較低
價格，以維持競爭力。

其他收入及收益

其他收入及收益由截至2017年1月31日止六個月的約189,000坡元減少約106,000坡元
至截至2018年1月31日止六個月的約83,000坡元，此乃由於以港元計值的銀行結餘並
無未變現匯兌收益、較低的沒收收入及較低的出售商品收入所致。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由截至2017年1月31日止六個月的約3,253,000坡元增加約891,000坡元至截至
2018年1月31日止六個月的約4,144,000坡元。該顯著增幅乃主要由於執行董事及支援
人員的數目增加引致的員工成本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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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營運開支

其他營運開支由截至2017年1月31日止六個月的約138,000坡元增加至截至2018年1月
31日止六個月的約407,000坡元，主要是較高的酬酢開支及以港元計值的銀行結餘的
未變現匯兌虧損所致。

期內虧損

我們的期內虧損由截至2017年1月31日止六個月的約91,000坡元增加約1,379,000坡元
至截至2018年1月31日止六個月的約1,470,000坡元，主要由於前述原因的累積影響所
致。

僱員資料

於2018年1月31日，本集團聘用合共265名僱員（2017年：259名），包括4名執行董事
（2017年：2名）、112名支援員工（2017年：98名）及149名全職派遣員工（2017年：159
名）。

本集團僱員根據彼等的工作範圍及職責獲發薪酬。本集團提供吸引的薪酬組合，以吸
引及挽留高素質員工。員工視乎各自的表現有權獲得酌情花紅。外籍勞工根據合約制
聘用，並根據其工作技能獲發薪酬。

報告期後事項

於2018年3月8日，本公司每股面值0.01港元之現有已發行及未發行股份已分拆為5股
每股面值0.002港元之股份。股份分拆的更多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2018年1月29日及
2018年3月7日之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2018年2月8日之通函。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截至2018年1月31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現金及現金等價物4,230,000坡元存放於新加坡
及香港主要銀行。現金及現金等價物較截至2017年7月31日止年度減少約1,858,000坡
元或30.52%。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主要由於為本集團營運提供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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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發售所得款項用途

本 公 司 於2016年7月15日（「上 市 日 期」）以 股 份 發 售 的 方 式，以 每 股1港 元 發 售
50,000,000股新股份及12,500,000股待售股份，於聯交所GEM成功上市（「股份發售」）。
於扣除上市相關開支後，股份發售籌集得的所得款項淨額約為26,100,000港元（約
4,490,000坡元）。

截至2018年1月31日所動用金額之分析載列如下：

於上市日期至
2018年1月31日
就業務目標之計
劃所得款項淨額
用途（如招股章

程所述）

截至2018年 
1月31日之實際
所動用金額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擴大及強化現有人力外判服務 7.4 4.6
收購戰略夥伴 5.0 0.6
加強我們的資訊科技軟件，以支援本集團的業務
基建 3.5 2.6
償還貸款 3.4 1.7
營運資金及一般企業用途 2.2 2.2

21.5 11.7

於2018年1月31日的剩餘所得款項淨額已以計息存款形式存置於新加坡及香港的銀行。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並不預期所得款項用途的計劃有任何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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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架構

本集團以內部產生現金流量及從資本市場集資為營運提供資金。於2018年1月31日，
本集團資本架構包括本公司權益擁有人應佔資本，包括股本、股份溢價及存備。

外匯風險

本集團主要於新加坡營運，大部分交易以坡元計值及結付，坡元亦為大部分本集團營
運附屬公司的功能貨幣。不過，本集團仍以港元保留若干股份發售所得款項。目前，
本集團並無外匯對沖政策。然而，本集團將繼續監控外匯風險及在必要時將考慮對沖
重大外匯風險。

業務回顧及展望

本財政期間，本集團錄得淨虧損約1,470,000坡元，主要由於行政開支增加及由於員工
成本及其他開支，加上較高服務成本所致。本集團一直視其僱員為本集團最重要的資
產，並提供具競爭力的福利組合，配合僱員的需求，以維持在市場上的競爭力。

雖然截至2018年1月31日止六個月錄得虧損，本集團一直尋求方法，改善本集團的表
現。本集團日後將投入最大努力，增加其收入來源。

新加坡的經濟高度倚賴全球環境。我們預期全球經濟情況依然不穩定，因而影響新加
坡的經濟及本集團的盈利能力。

資產抵押

於2018年1月31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產抵押。

或然負債

於2018年1月31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的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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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
及淡倉

於2018年1月31日，各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各自於本公司及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
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已記
錄於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本公司須存置之登記冊，或根據上市發行人董事進
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以其他方式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
如下：

於本公司普通股之好倉

所持股數、身份及權益性質

董事姓名 附註
直接實益 

擁有
透過受限制

法團 總計

佔已發行 
股本

百分比

沈學助先生 (1) — 80,000,000 80,000,000 32%

附註：

(1) Centrex Treasure Holdings Limited由沈學助先生實益擁有約94.89%。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沈學
助先生被視為於Centrex Treasure Holdings Limited所持全部股份中擁有權益。Centrex Treasure 

Holdings Limited持有本公司權益的詳情，載於下文「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
份之權益及淡倉」一節。

相聯法團股份好倉

相聯法團名稱 姓名 身份╱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股本
的概約百分比

Centrex Treasure Holdings Limited

（附註1）
沈學助先生 實益擁有人 4,826 94.89%

Centrex Treasure Holdings Limited

（附註1）
陳雪玲女士 實益擁有人 109 2.14%

附註：

(1) Centrex Treasure Holdings Limited分別由沈學助先生及陳雪玲女士實益擁有約94.89%及2.14%的
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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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披露者外，於2018年1月31日，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概無於本公司及其任何相
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證中已登記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須予記錄，
或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條以其他方式知會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短倉。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於2018年1月31日，下列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及購股權5%或以上之權益及淡倉記錄於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本公司須存置之權益登記冊內：

所持股數、身份及權益性質

名稱 直接實益擁有 配偶權益
透過受控 

法團 總計

佔已發行 

股本 

的百分比

Centrex Treasure Holdings Limited 80,000,000 — — 80,000,000 32.00%

楊俊偉先生 8,260,000 

（附註1）
4,420,000 42,065,000 54,745,000 21.90%

呂麗恩女士 4,420,000 

（附註1）
50,325,000 — 54,745,000 21.90%

恒定環球有限公司 42,065,000 

（附註2）
— — 42,065,000 16.83%

李海楓先生 42,000,000 — — 42,000,000 16.80%

附註：

(1) 呂麗恩女士為楊俊偉先生的配偶，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呂麗恩女士被視為於楊俊偉先
生擁有權益之本公司全部股份中擁有權益。

(2) 恒定環球有限公司由楊俊偉先生實益全資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楊俊偉先生被視為於恒定
環球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全部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2018年1月31日，除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彼等之權益載於
上文「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
及淡倉」一節）之外，概無人士於本公司之股份或相關股份中，已登記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336條規定須予記錄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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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控股股東於競爭業務的權益

於回顧期間，概無董事或本公司的控股股東或其各自的聯繫人士（定義見GEM上市規
則）於曾經或可能與本公司業務競爭的任何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

合規顧問的權益

誠如本公司的合規顧問域高融資有限公司所告知，於2018年1月31日，除本公司與域
高融資有限公司於2016年7月4日訂立的合規顧問協議外，域高融資有限公司、其董
事、僱員及聯繫人士概無擁有任何與本集團有關的權益而須根據GEM上市規則第6A.32
條知會本公司。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於回顧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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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市證
券。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會相信優良的企業管治對切實有效地管理業務以保障持份者權益及為股東達致
最高回報至為重要。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常規基於GEM上市規則附錄15所載企業管治
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原則及守則條文。董事會認為，於回顧期間，除企
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A.2.1— 區分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能外，本公司一直遵守企業
管治守則。

沈先生現同時擔任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董事會相信沈先生兼任主席及行政總裁
對本集團的業務運營及管理有利。如有需要，董事會將檢討應否委任合適人士出任行
政總裁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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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GEM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載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規定買賣準則
（「規定買賣準則」）。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而彼等各自已確認截至2018
年1月31日止六個月已遵守規定買賣準則。

董事的交易、安排或合約權益

期內，概無董事或董事的關連實體直接或間接於本公司的控股公司或本公司任何附
屬公司為訂約方，並且對本集團業務屬重大的任何交易、安排或合約中擁有重大權
益。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2018年1月31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

董事之最新履歷詳情

根據GEM上市規則第17.50A(1)條，以下董事的資料有所更新：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勇安先生已辭任獨立非執行董事、本公司審核委員會主席以及本公司薪酬委員會
及提名委員會各自的成員，自2018年2月1日起生效。

陳方剛先生已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本公司審核委員會主席以及本公司薪酬委
員會及提名委員會各自的成員，自2018年2月1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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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集團於2016年6月20日成立審核委員會，並具有符合GEM上市規則第5.28條及企業
管治守則第C.3段的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由林清福先生、楊文豪先生及陳方剛
先生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董事陳方剛先生具有適當專業資格，擔任審核委員會
主席。

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協助董事會就本集團的財務匯報程序、內部監控及風險管
理制度是否行之有效提供獨立見解、監察審核過程及履行董事會委派的其他職責。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2018年1月31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業績，並已就此提供意見
及建議。

承董事會命 
星亞控股有限公司* 

沈學助 
主席

香港，2018年3月15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沈學助先生、陳雪玲女士、楊俊昇先生及王春陽女士；以
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林清福先生、楊文豪先生及陳方剛先生。

本公告將由刊登日期起計最少一連七日刊載於GEM網站www.hkgem.com之「最新公司
公告」網頁內。本公告亦將刊載於本公司網站www.singasia.com.sg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