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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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板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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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主板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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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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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本報告
內任何聲明或本報告產生誤導。

報告原文乃以英文編製，其後翻譯成中文。本報告之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義，概以
英文版為準。

本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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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上市
公司公告」網頁內。本報告亦將刊載於本公司網站www.singasia.com.sg內。

http://www.singasia.com.sg
http://www.hkge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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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22年1月31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收益
約為4,256,000坡元，較截至2021年1月31日止六個月增加約1,589,000坡元或59.6%。

• 本集團截至2022年1月31日止六個月的期內未經審核虧損約為939,000坡元，而本集
團截至2021年1月31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虧損則為約523,000坡元。

•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2022年1月31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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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集團截至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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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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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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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2021年 2022年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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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434,614 1,776,879 4,256,349 2,667,373 
服務成本 (1,887,670) (1,329,530) (3,283,499) (1,953,414)

毛利 546,944 447,349 972,850 713,959
其他收入 6 44,348 217,812 66,720 574,164
貿易應收款項、合約資產、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的預期 
信貸虧損（撥備）╱撥回淨額 (1,159) (714) (420) 8,258

行政開支 (1,067,185) (935,642) (1,879,826) (1,738,327)
其他營運開支 (48,112) (4,738) (62,820) (29,456)
融資成本 7 (17,514) (23,169) (35,419) (47,584)

除稅前虧損 8 (542,678) (299,102) (938,915) (518,986)
所得稅抵免╱（開支） 9 278 (3,540) 278 (3,540)

期內虧損 (542,400) (302,642) (938,637) (522,526)

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於其後期間或會重新分類至 
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異 (8) 459 (1) 602

已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註銷附屬公司時匯兌儲備的 
重新分類調整 — — — 1,122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8) 459 (1) 1,724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542,408) (302,183) (938,638) (52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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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月31日止三個月 截至1月31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2022年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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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佔期內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541,355) (302,642) (937,592) (522,526)
非控股權益 (1,045) — (1,045) —

(542,400) (302,642) (938,637) (522,526)

應佔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541,363) (302,183) (937,593) (520,802)
非控股權益 (1,045) — (1,045) —

(542,408) (302,183) (938,638) (520,80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新加坡仙） 10 (0.04) (0.02) (0.06)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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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2年1月31日

2022年 
1月31日

2021年 
7月31日

附註 坡元 坡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 160,474 233,166
使用權資產 488,605 377,214
遞延稅項資產 443,406 443,406

非流動資產總值 1,092,485 1,053,786

流動資產
貿易應收款項 13 1,403,704 774,309
合約資產 228,680 109,145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334,275 368,480
可收回稅項 — 9,82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534,907 3,392,299

流動資產總值 4,501,566 4,654,060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14 2,209,177 1,282,978
合約負債 10,536 19,536
租賃負債 343,003 334,870
銀行借款 793,759 1,002,122
應付稅項 119 119

流動負債總值 3,356,594 2,639,625

流動資產淨值 1,144,972 2,014,435

資產減流動負債總額 2,237,457 3,068,221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80,419 73,392

資產淨值 2,057,038 2,994,82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5 519,800 519,800
儲備 1,537,436 2,475,02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057,236 2,994,829
非控股權益 (198) —

總權益 2,057,038 2,994,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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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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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兌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非控股權益 總權益
坡元 坡元 坡元 坡元 坡元 坡元 坡元 坡元 坡元

2022年
於2021年8月1日（經審核） 519,800 14,228,837 (2,379,552) — 47 (9,374,303) 2,994,829 — 2,994,829
期內虧損 — — — — — (937,592) (937,592) (1,045) (938,637)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異 — — — — (1) — (1) — (1)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 — — (1) (937,592) (937,593) (1,045) (938,638)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產生的非控股
權益 — — — — — — — 847 847

於2022年1月31日（未經審核） 519,800 14,228,837 (2,379,552) — 46 (10,311,895) 2,057,236 (198) 2,057,038

2021年
於2020年8月1日（經審核） 519,800 14,228,837 (2,379,552) (4,958) (1,258) (8,025,169) 4,337,700 — 4,337,700
期內虧損 — — — — — (522,526) (522,526) — (522,526)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異 — — — — 602 — 602 — 602
— 註銷附屬公司時匯兌儲備
的重新分類調整 — — — — 1,122 — 1,122 — 1,122

期內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 — — — 1,724 (522,526) (520,802) — (520,802)
註銷一間附屬公司 — — — 4,958 — (4,958) — — —

於2021年1月31日（未經審核） 519,800 14,228,837 (2,379,552) — 466 (8,552,653) 3,816,898 — 3,816,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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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2022年1月31日止六個月

截至1月31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附註 坡元 坡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
除稅前虧損 (938,915) (518,986)
經以下各項調整：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98,959 141,225
使用權資產折舊 253,902 159,011
融資成本 7 35,419 47,584
貿易應收款項、合約資產、按金及 
其他應收款項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撥回）淨額 420 (8,258)
註銷附屬公司時的虧損 — 1,122

營運資金變動前的經營現金流 (550,215) (178,302)
貿易應收款項（增加）╱減少 (629,718) 250,39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增加）╱減少 (965,772) 33,601
合約資產（增加）╱減少 (119,650) 74,89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增加╱（減少） 926,199 (40,805)
合約負債減少 (9,000) (1,000)

營運（所用）╱所得現金 (1,348,156) 138,782
已收╱（已付）所得稅 10,105 (1,066)

經營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1,338,051) 137,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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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月31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附註 坡元 坡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投資活動
購入物業、廠房及設備 12 (26,267) —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26,267) —

融資活動
銀行借款所得款項 1,082,917 1,722,148
償還銀行借款 (1,291,280) (1,790,536)
償還租賃負債 (257,170) (159,975)
已付利息 (28,382) (40,210)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493,915) (268,57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1,858,233) (130,857)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392,299 4,469,347
匯率變動之影響 841 602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534,907 4,339,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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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22年1月31日止六個月

1. 公司資料

星亞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為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及其
股份於2016年7月15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上市。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
地址為Windward 3, Regatta Office Park, 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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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在香港的主要
營業地點為香港中環干諾道中111號永安中心9樓911–912室。本集團總辦事處及主
要營業地點為211 New Bridge Road, #03–01 Lucky Chinatown, Singapore 
059432。

本公司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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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編製，此統稱包括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所有適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
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及詮釋以及公司條例的適用披露規定。該等未經審核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亦遵守GEM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規定。



10星亞控股有限公司

該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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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未經
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本公司功能貨幣新加坡元（「坡元」）呈列。未經審核簡明
綜合財務報表應與截至2021年7月31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歷史成本通常按交換商品及服務所得代價的公平值得出。

公平值為於計量日期市場參與者進行的有序交易中出售資產將收取或轉讓負債將
支付的價格（無論該價格是否直接觀察可得或使用另一估值技巧估算）。估計資產
或負債的公平值時，倘市場參與者於計量日期在為資產或負債定價時會考慮資產
或負債的特點，則本集團考慮該等特點。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用於
計量及╱或披露的公平值根據這一基準釐定，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範疇內的
股份付款交易、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入賬的租賃交易，及與公平值有若
干相似點但並非公平值的計量（例如國際會計準則第2號內的可變現淨值或國際會
計準則第36號內的使用價值）除外。

此外，就財務報告而言，公平值計量按照公平值計量輸入數據可觀察程度及輸入
數據對公平值整體的重要性劃分為第一、二或三級，詳情列載如下：

• 第一級輸入數據為活躍市場上相同資產或負債的報價（未經調整），而有關實
體於計量日期能夠取得該等報價；

• 第二級輸入數據為第一級範圍內的報價以外資產或負債的直接或間接觀察
可得輸入數據；及

• 第三級輸入數據為資產或負債的無法觀察可得輸入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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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2021年7月
31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所用者一致，惟採用與本集團有關及自本會計期間起
生效的新訂╱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除外。

3.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截至2022年1月31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採納所有由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
準則理事會」）頒佈，並於2021年8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本集團財務期間生效之新訂
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應用該等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對未經審
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未有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4. 分部資料

 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於新加坡從事提供人力外判、招聘及培訓服務。在內部向主要營運決
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匯報以供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的資料著重於所交付
或提供商品或服務的類型。由於本集團的資源統合使用，未能分出經營分部，故本
集團將經營業績視為一體呈列。因此，本集團的經營僅構成一個單一經營分部，
並無呈列該單一分部的進一步分析。

 地理資料

本集團主要於註冊成立地點新加坡營運。本集團截至2022年及2021年1月31日止六
個月的收益全部源自新加坡。本集團大部分非流動資產位於新加坡。

 主要客戶資料

截至2022年1月31日止六個月的收益中，2,379,000坡元（2021年：1,286,000坡元）乃
源自提供人力服務予一名貢獻本集團總收益超過10%的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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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收益

截至1月31日止三個月 截至1月31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2022年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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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戶合約收益
人力外判 2,429,274 1,770,689 4,237,509 2,643,363
人力招聘 5,340 6,190 18,840 24,010

2,434,614 1,776,879 4,256,349 2,667,373

6. 其他收入

截至1月31日止三個月 截至1月31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2022年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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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補助 31,451 210,576 47,872 560,493
雜項收入 9,747 4,305 15,119 5,109
沒收收入 3,150 1,575 3,500 1,825
出售商品 — 1,356 229 6,737

44,348 217,812 66,720 574,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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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融資成本

截至1月31日止三個月 截至1月31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2022年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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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各項的利息開支：
— 銀行借款 13,162 19,768 28,382 40,210
— 租賃負債 4,352 3,401 7,037 7,374

17,514 23,169 35,419 47,584

8. 除稅前虧損

本集團除稅前虧損已扣除╱（抵免）下列各項：

截至1月31日止三個月 截至1月31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2022年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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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7,670 1,329,530 3,283,499 1,953,414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8,993 68,945 98,959 141,225
使用權資產折舊 147,898 79,505 253,902 159,011
貿易應收款項、合約資產、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撥回）淨額 1,159 714 420 (8,258)
僱員福利開支（不包括董事
薪酬）：
— 薪金及花紅 2,021,679 1,499,070 3,535,389 2,295,658
— 定額供款計劃供款 246,146 175,395 434,195 264,556
— 外勞徵費 57,445 63,420 108,402 114,089
— 其他短期福利 9,589 — 15,8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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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2年1月31日止六個月，服務成本包括涉及薪金和花紅2,832,696坡元（2021
年：1,671,000坡元）、涉及定額供款計劃供款353,961坡元（2021年：185,974坡元）
以及涉及外勞徵費95,032坡元（2021年：86,014坡元）。金額亦計入上文個別披露的
相關總額內。

截至2022年1月31日止三個月，服務成本包括涉及薪金和花紅1,632,761坡元（2021
年：1,139,644坡元）、涉及定額供款計劃供款201,569坡元（2021年：137,719坡元）
以及涉及外勞徵費52,262坡元（2021年：50,045坡元）。金額亦計入上文個別披露的
相關總額內。

9. 所得稅（抵免）╱開支

本集團須按實體基準就本集團實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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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兩級利得稅率制度，合資格集團實體的首2,000,000港元溢利將以8.25%的稅
率徵稅，而超過2,000,000港元之溢利將以16.5%的稅率徵稅。

本集團認為實行兩級利得稅率制度後涉及的金額對綜合財務報表微不足道。香港
利得稅按兩個期間的估計應課稅溢利的16.5%計算。截至2022年及2021年1月31日
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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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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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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7%）撥備。

截至1月31日止三個月 截至1月31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2022年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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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撥備不足 (278) 3,540 (278) 3,540

期內稅項（抵免）╱開支 
總計 (278) 3,540 (278) 3,54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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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2021年 2022年 2021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坡元） (541,355) (302,642) (937,592) (522,526)
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 1,500,000,000 1,500,000,000 1,500,000,000 1,500,000,000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新加坡仙） (0.04) (0.02) (0.06)  (0.03)

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因為本集團於截至2022年及2021年1月31日止
六個月及三個月並無具潛在攤薄效果的已發行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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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2022年1月31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2021年︰無）。

12.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2022年1月31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購資產的總成本為26,267坡元（2021年：零
坡元）。

13. 貿易應收款項

於2022年 
1月31日

於2021年 
7月31日

坡元 坡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第三方 1,407,768 778,050
減：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4,064) (3,741)

1,403,704 774,309

貿易應收款項為免息，而一般期限為30日。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總額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2022年 
1月31日

於2021年 
7月31日

坡元 坡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少於30日 1,253,440 645,436
31日至60日 46,040 26,002
61日至90日 4,001 24,917
多於90日 104,287 81,695

1,407,768 778,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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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於2022年 
1月31日

於2021年 
7月31日

坡元 坡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商品及服務稅 173,691 73,485
應計臨時工成本 246,985 192,859
應計一般員工成本 228,931 261,982
應計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451,367 502,114
應付利息 5,455 4,400
其他應付款項 1,102,748 248,138

2,209,177 1,282,978

15. 股本

股份數目 港元 相當於坡元

法定每股0.002港元的普通股：
於2020年8月1日、2021年7月31日、 

2021年8月1日及2022年1月31日 25,000,000,000 50,000,000

已發行及已繳足：
於2020年8月1日、2021年7月31日、 

2021年8月1日及2022年1月31日 1,500,000,000 3,000,000 51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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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關連方交易及關連交易

 (a)  與關連方及關連人士的交易

截至1月31日止三個月 截至1月31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2022年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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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以下公司的人力外判 
服務收入（附註(1)）：

— G7 Sin Ma Live Seafood 
Restaurant Pte. Ltd
（「G7」） — 9,715 606 9,715

附註：

(1) 本集團與G7有正在履行的人力外判服務協議。沈學助先生自2020年12月31日起
成為G7的董事及最終股東。沈學助先生為本集團主席兼執行董事。因此，根據
GEM上市規則第20章，該等公司成為關連人士。該等交易構成關連交易，但因
屬符合最低豁免水平的交易而獲豁免遵守GEM上市規則第20章的申報及公告規
定。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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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2021年 2022年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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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貼及 
實物利益 287,401 215,415 498,496 429,728

定額供款計劃 
供款 20,223 15,300 35,523 30,600

307,624 230,715 534,019 46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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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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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收益

本集團截至2022年1月31日止六個月的收益主要產生自人力外判及人力招聘服務。本集團
的收益由截至2021年1月31日止六個月約2,667,000坡元增加至截至2022年1月31日止六個
月約4,256,000坡元。收益增加主要源自人力外判服務。

人力外判服務的收益由截至2021年1月31日止六個月約2,643,000坡元增加約1,595,000坡
元至截至2022年1月31日止六個月約4,238,000坡元。

人力外判服務的收益增長，乃主要由於現有及新客戶對我們服務的需求增加。

毛利

本集團的整體毛利由截至2021年1月31日止六個月約714,000坡元增加約259,000坡元至截
至2022年1月31日止六個月約973,000坡元，而本集團的收益亦隨之增加。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由截至2021年1月31日止六個月約574,000坡元減少約507,000坡元至截至2022年
1月31日止六個月約67,000坡元。這主要是由於與截至2021年1月31日止六個月相比，截至
2022年1月31日止六個月並無在「僱傭補貼計劃」（「僱傭補貼計劃」）下收取現金補助。僱傭
補貼計劃乃由新加坡政府推出，旨在幫助企業保留本地僱員，並因應2019冠狀病毒病疫
情帶來的影響為企業提供現金流支援。截至2022年1月31日止六個月錄得的其他收入主要
與其他政府補貼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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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由截至2021年1月31日止六個月約1,738,000坡元增加約142,000坡元至截至2022
年1月31日止六個月約1,880,000坡元。這主要是由於截至2022年1月31日止六個月支付臨
時工的激勵獎金較多，導致激勵獎金及轉介費增加。

營運開支

截至2022年1月31日止六個月的其他營運開支增加約34,000坡元。增加主要是由於廣告開
支及業務發展開支增加。

期內虧損

鑒於上述因素的綜合影響，本集團於截至2022年1月31日止六個月錄得未經審核虧損約
939,000坡元。

僱員資料

於2022年1月31日，本集團聘用合共104名僱員（2021年：78名），包括3名執行董事（2021
年：2名）、28名支援員工（2021年：39名）及73名全職派遣員工（2021年：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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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挽留高質素員工。員工視乎各自的表現亦有權獲得酌情花紅。外籍勞工根據合約制聘
用，並根據其工作技能獲發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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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2022年1月31日，本 集 團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價 物 約1,535,000坡 元（2021年7月31日：約
3,392,000坡元）存放於新加坡主要銀行。截至2022年1月31日止六個月，現金及現金等價
物較於2021年7月31日的結餘減少約1,857,000坡元或54.7%。減少乃主要由於以下各項的
淨影響所致：(i)來自本集團經營活動的淨現金流出；及(ii)償還銀行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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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發售籌集的所得款項淨額約為26,100,000港元（約4,490,000坡元）。

於2019年10月25日，合共250,000,000股每股面值0.002港元的本公司新普通股（「認購股
份」）以認購價每股認購股份0.052港元配發及發行予Eden Publishing Pte. Ltd.（「認購事
項」）。認購事項的所得款項總額為13,000,000港元（約2,257,000坡元），而認購事項的所得
款項淨額經扣除交易成本後約為12,886,000港元（約2,237,000坡元）。

股份發售及認購事項所得款項淨額已於截至2020年7月31日止財政年度悉數動用。

資本架構

截至2022年1月31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資本架構並無變動。本公司股本由普通股組成。於
2022年1月31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為3,000,000港元（相當於519,800坡元），而普通股數
目為1,5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02港元。



22星亞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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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海外實體有部分以港元及美元計值的開支。目前，
本集團並無外匯對沖政策。然而，本集團將繼續監控其外匯風險及在必要時將考慮對沖
重大外匯風險。

資產抵押

於2022年1月31日，本集團的保理融資以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約409,000坡元（2021年7月
31日：約352,000坡元）及本公司的企業擔保作抵押。

或然負債

於2022年1月31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的或然負債（2021年7月31日：無）。

期內收購

於2021年9月10日，本公司以代價1港元收購海淘健康數碼科技有限公司（「海淘」）的已發
行股本的100%權益，該公司為於香港註冊成立的私人有限公司，從事跨境電子商貿。

海淘已於美中兩國為自家保建品牌Sugaryea取得商標，並已大致完成開店的準備工作，
包括進行可行性研究及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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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及展望

我們是建基於新加坡的人力資源解決方案供應商。我們提供人力外判服務、人力招聘服
務及人力培訓服務。我們的人力資源解決方案切合全新加坡的酒店及度假村、零售、餐
飲（「餐飲」）及其他行業（包括活動籌劃公司及多個不同行業）客戶對可靠、有效率的人力
資源的需要。

本集團於2022年1月31日止六個月錄得虧損約939,000坡元。本集團收益主要來自人力外
判服務，人力外判服務的客戶大多來自酒店業，而該行業是受到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影
響最為嚴重的行業之一。為應對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帶來的經濟下滑，本集團在2019冠
狀病毒病疫情下，積極尋求潛在投資，保持競爭力並維持經營。

於2021年12月10日，本集團與張潛頻先生（為獨立第三方）訂立買賣協議。據此，本公司
同意收購悅思國際有限公司的49%，代價為20,100,000港元，將由本公司配發及發行
300,000,000股股份結付。更多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21年12月10日及2022年1月26日
的公告。

新加坡的高疫苗接種率及平穩推行疫苗加強劑可進一步積極放寬境內及跨境限制。酒店
業亦預期隨著旅遊限制的逐漸放寬及疫苗接種者旅行通道的逐漸擴大而改善。除非出現
任何新型冠狀病毒變異株，本集團預期，本集團來自人力外判服務的收益將持續改善。
本集團將繼續尋求新商機，多元化收益渠道並把控好本集團的業務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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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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及淡倉

於2022年1月31日，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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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有關條文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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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所指董事進行交易
之規定標準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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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持股份數目、身份及權益性質

董事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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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 399,990,000 399,990,000 26.67%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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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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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間相聯法團普通股之好倉

相聯法團名稱 姓名 身份╱權益性質 所持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股本
的概約百分比

Centrex Treasure 
Holdings Limited
（附註）

沈學助先生 實益擁有人 4,826 94.89%

Centrex Treasure 
Holdings Limited
（附註）

陳雪玲女士 實益擁有人 109 2.14%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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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2022年1月31日，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
團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
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
權益或淡倉），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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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M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所指董事進行交易之規定標準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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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淡倉

於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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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記錄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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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
部第2及第3分部的條文須予披露：

名稱
直接實益擁有的 

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 

股本百分比

Centrex Treasure Holdings Limited 399,990,000 26.67%
Eden Publishing Pte. Ltd. 200,000,000 13.33%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2022年1月31日，除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彼等之權益載於上
文「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及淡
倉」一節）之外，董事概不知悉任何其他人士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已登記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須予記錄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的條文須予
披露之權益或淡倉。

競爭權益

據董事所知，於回顧期間，董事、本公司控股股東或彼等各自的任何緊密聯繫人（定義見
GEM上市規則）概無任何與本集團業務直接或間接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的業務或權
益，亦無任何該等人士與本集團有或可能有任何其他利益衝突。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於回顧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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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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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其條款並不遜於GEM上市規則第5.46
至5.67條所載的交易必守標準（「交易必守標準」）。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
且彼等均已確認於回顧期間遵守交易必守標準。

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常規乃基於GEM上市規則附錄15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企業
管治守則」）的原則及守則條文。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於回顧期間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惟以下事項除外：

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須區分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及不應由同一人
擔任。沈學助先生（「沈先生」）為董事會主席。沈先生亦為執行董事，負責管理本集團的
業務，實施主要策略及作出日常的業務營運決策，故此按照GEM上市規則，彼為本公司
的行政總裁。

鑒於沈先生為本集團創辦人，彼自2004年起已負責本集團的整體管理、策略規劃及業務
發展，董事會相信沈先生身兼兩職符合本集團的最佳利益，有利於本集團的高效管理及
業務發展。董事會認為由經驗豐富及合資格人士（當中三名為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的董
事會運作能充分確保權力與授權得以平衡。因此，本公司並無遵照守則條文第A.2.1條規
定區分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

董事的交易、安排或合約權益

除本中期業績其他部分披露者外，於回顧期間內任何時間或其結束時，概無存續任何本
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屬訂約方，而本公司董事又於當中擁有重大權益的重大交易、安
排或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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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2022年1月31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

審核委員會

本集團於2016年6月20日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並具有符合GEM上市規則第
5.28至5.33條及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C.3條的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由林清福
先生、楊文豪先生及林偉彬先生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董事林偉彬先生具有適當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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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制
度是否行之有效提供獨立見解、監察審核程序、審閱本集團財務報告及履行董事會委派
的其他職責。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2022年1月31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並已就
此提供意見及建議。

承董事會命
星亞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沈學助

香港，2022年3月14日

於本報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沈學助先生、陳雪玲女士及鄧浩麟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
事為林清福先生、楊文豪先生及林偉彬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