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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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共同及個別對此報告承擔全部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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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gem.com
http://www.singasia.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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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22年4月30日止九個月的未經審核收益
約為6,395,000坡元，較截至2021年4月30日止九個月增加約1,785,000坡元或38.7%。

• 本集團截至2022年4月30日止九個月的期內未經審核虧損約為1,344,000坡元，而截
至2021年4月30日止九個月的虧損則約為1,033,000坡元。

•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2022年4月30日止九個月的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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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度業績

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集團截至2022年4月30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的未經審核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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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

截至4月30日止三個月 截至4月30日止九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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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9,046 1,942,763 6,395,395 4,610,136

服務成本 (1,666,817) (1,469,850) (4,950,316) (3,423,264)

毛利 472,229 472,913 1,445,079 1,186,872

其他收入 6 151,436 85,418 218,156 659,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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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2,183) (616) 6,075

行政開支 (931,809) (1,027,191) (2,811,635) (2,765,518)

其他營運開支 (81,306) (18,444) (144,126) (47,900)

融資成本 7 (15,880) (21,244) (51,299) (68,828)

除稅前虧損 8 (405,526) (510,731) (1,344,441) (1,029,717)

所得稅抵免╱（開支） 9 — — 278 (3,540)

期內虧損 (405,526) (510,731) (1,344,163) (1,033,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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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7) 114 (658) 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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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7) 114 (658) 1,838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406,183) (510,617) (1,344,821) (1,03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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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4月30日止三個月 截至4月30日止九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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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526) (510,731) (1,343,118) (1,033,257)

非控股權益 — — (1,045) —

(405,526) (510,731) (1,344,163) (1,033,257)

應佔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406,183) (510,617) (1,343,776) (1,031,419)

非控股權益 — — (1,045) —

(406,183) (510,617) (1,344,821) (1,031,41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新加坡仙） 10 (0.03) (0.03) (0.09) (0.07)



5 第三季度報告 2022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2022年4月30日止九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非控股 
權益 總權益股本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其他儲備 匯兌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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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1,343,118) (1,343,118) (1,045) (1,344,163)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
—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異 — — — — (658) — (658) — (658)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 — — (658) (1,343,118) (1,343,776) (1,045) (1,344,821)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產生的 
非控股權益 — — — — — — — 847 847

於2022年4月30日（未經審核） 519,800 14,228,837 (2,379,552) — (611) (10,717,421) 1,651,053 (198) 1,650,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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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1,033,257) (1,033,257) — (1,033,257)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異 — — — — 716 — 716 — 7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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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1,838 (1,033,257) (1,031,419) — (1,031,419)
註銷一間附屬公司 — — — 4,958 — — 4,958 — 4,958

於2021年4月30日（未經審核） 519,800 14,228,837 (2,379,552) — 580 (9,058,426) 3,311,239 — 3,31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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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22年4月30日止九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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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聯交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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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Paya Lebar Road, #12–29 Paya Lebar Square, Singapore 409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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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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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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止九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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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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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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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止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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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止九個月的收益中，4,039,000坡元（2021年：2,560,000坡元）乃
源自提供人力服務予貢獻本集團總收益超過10%的客戶。

5. 收益

截至4月30日止三個月 截至4月30日止九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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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1,715 1,923,997 6,329,224 4,567,360
人力招聘 47,331 18,766 66,171 42,776

2,139,046 1,942,763 6,395,395 4,61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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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收入

截至4月30日止三個月 截至4月30日止九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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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585 72,634 178,457 633,127
雜項收入 13,307 8,511 28,426 13,620
沒收收入 4,200 2,375 7,700 4,200
出售商品 3,344 1,898 3,573 8,635

151,436 85,418 218,156 659,582

7. 融資成本

截至4月30日止三個月 截至4月30日止九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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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47 18,422 40,429 58,632
— 租賃負債 3,833 2,822 10,870 10,196

15,880 21,244 51,299 68,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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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除稅前虧損

本集團除稅前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4月30日止三個月 截至4月30日止九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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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6,817 1,469,850 4,950,316 3,423,264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1,507 65,465 140,466 206,690
使用權資產折舊 104,750 81,147 358,652 240,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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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2,183 616 (6,075)

僱員福利開支（不包括董事 
薪酬）：
— 薪金及花紅 1,741,869 1,680,674 5,277,258 3,976,332
— 定額供款計劃供款 164,182 204,156 598,377 468,712
— 外勞徵費 56,740 68,847 165,142 182,936
— 其他短期福利 8,211 — 24,070 —

截至2022年4月30日止九個月，服務成本包括涉及薪金和花紅的4,321,002坡元（2021
年：2,934,573坡元）、涉及定額供款計劃供款的481,280坡元（2021年：334,605坡元）
以及涉及外勞徵費的144,972坡元（2021年：142,286坡元）。金額亦計入上文個別披
露的相關總額內。

截至2022年4月30日止三個月，服務成本包括涉及薪金和花紅的1,488,306坡元（2021
年：1,263,573坡元）、涉及定額供款計劃供款的127,319坡元（2021年：148,631坡元）
以及涉及外勞徵費的49,940坡元（2021年：56,272坡元）。金額亦計入上文個別披露
的相關總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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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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元的溢利將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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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
止九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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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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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7%）撥備。

截至4月30日止三個月 截至4月30日止九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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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往期間（超額撥備）╱
撥備不足 — — (278) 3,540

期內稅項（抵免）╱開支 
總額 — — (278) 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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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截至4月30日止三個月 截至4月30日止九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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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526) (510,731) (1,343,118) (1,033,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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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 (0.03) (0.09)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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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止
九個月及三個月並無具潛在攤薄效果的已發行普通股。

11.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2022年4月30日止九個月的中期股息（2021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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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關連方交易

截至4月30日止三個月 截至4月30日止九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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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與關連方的交易
來自以下各項的人力
外判服務收入（附註
1）：
— The Ramen Stall 

Pte. Ltd
（「Ramen 
Stall」） — 9,692 — 13,792

— The Raman Stall 
(NBR) II Pte. 
Ltd.（「Raman 
Stall II」） — 11,900 — 15,900

— The Dim Sum 
Place Pte. Ltd.
（「Dim Sum 
Place」） — 11,000 — 14,600

— G7 Sin Ma Live 
Seafood 
Restaurant 
Pte. Ltd
（「G7」） — 24,936 606 34,651

— The Dim Sum 
Place (CCP) II 
Pte. Ltd.（「Dim 
Sum Place 
CCP」） — 1,269 — 1,269

附註：

(1) 本集團與Ramen Stall、Ramen Stall II、Dim Sum Place、G7及Dim Sum Place CC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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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成為該等公司的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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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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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主要管理人員的薪酬

截至4月30日止三個月 截至4月30日止九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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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金及花紅 279,177 271,628 777,673 701,356
定額供款計劃供款 17,558 24,333 53,081 54,933

296,735 295,961 830,754 756,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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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止九個月的收益主要來自人力外判及人力招聘服務。本集團的
收益由截至2021年4月30日止九個月的約4,610,000坡元增加約1,785,000坡元至截至2022
年4月30日止九個月的約6,395,000坡元。這主要是由於本集團的人力外判服務收益增加。

人力外判服務的收益由截至2021年4月30日止九個月的約4,567,000坡元增加約1,762,000
坡元或38.6%至截至2022年4月30日止九個月的約6,329,000坡元。這主要是由於新加坡政
府解除COVID-19安全管理措施，現有及新客戶的需求隨之增加。人力外判服務的客戶主
要來自酒店業，而酒店業受到COVID-19疫情的嚴重衝擊。

毛利

本集團的整體毛利由截至2021年4月30日止九個月的約1,187,000坡元增加至截至2022年4
月30日止九個月的約1,445,000坡元。增幅與本集團的收益增加一致。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由截至2021年4月30日止九個月的約660,000坡元減少約442,000坡元至截至2022
年4月30日止九個月的約218,000坡元。與截至2021年4月30日止九個月相比，截至2022年
4月30日止九個月並無自僱傭補貼計劃（「僱傭補貼計劃」）收到現金補助。僱傭補貼計劃乃
新加坡政府因應COVID-19疫情的影響而推出，旨在幫助企業保留本地僱員，並為企業提
供現金流支援。截至2022年4月30日止九個月錄得的其他收入主要與其他政府補助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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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由截至2021年4月30日止九個月的約2,766,000坡元增加約46,000坡元至截至2022
年4月30日止九個月的約2,812,000坡元。這主要是由於支付予臨時工的獎金及轉介費增
加。

其他營運開支

其他營運開支由截至2021年4月30日止九個月的約48,000坡元增加約96,000坡元至截至
2022年4月30日止九個月的約144,000坡元。這主要是由於截至2022年4月30日止九個月(i)
因搬遷新加坡辦事處而招致開支；(ii)廣告開支增加；及(iii)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所致。

期內虧損

鑒於上述因素的綜合影響，本集團於截至2022年4月30日止九個月錄得未經審核虧損約
1,344,000坡元。

僱員資料

於2022年4月30日，本集團聘用合共103名僱員（2021年：78名），包括3名執行董事（2021
年：2名）、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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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2022年4月30日，本 集 團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價 物 約97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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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止九個月，現金及現金等價
物較於2021年7月31日的結餘減少約2,420,000坡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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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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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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止九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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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為3,000,000港元（相當於519,800坡元），而已發行普
通股數目為1,5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02港元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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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及展望

本集團是一站式人力資源解決方案供應商，為希望在酒店及度假村、零售、餐飲（「餐飲」）
行業及酒店業以外的其他行業精簡營運的公司及機構提供服務。

於截至2022年4月30日止九個月，本集團的收益有所改善，尤其來自人力外判業務。人力
外判服務的客戶主要來自酒店業。大部分COVID-19限制措施獲解除及本國邊境對已完全
接種疫苗的旅客重新開放，改善了酒店業的業務。

本集團預料，人力外判服務的收益將繼續改善。本集團將繼續積極和頻繁對其業務營運
進行管理，並密切注視不斷演化的任何COVID-19變種病毒以及其對業務的影響，並探索
創新的解決方案及商業策略，以維持在業內的競爭力。

於2021年12月10日，本公司與獨立第三方張潛頻先生訂立買賣協議。據此，本公司同意
收購悅思國際有限公司的49%股權，代價為20,100,000港元，將由本公司透過配發及發行
300,000,000股股份結付。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21年12月10日、2022
年1月26日及2022年6月13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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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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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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益或淡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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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規定標準須另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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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法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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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
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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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益或淡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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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須另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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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下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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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0,000 5.33%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2022年4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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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見GEM上市規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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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所載的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必守標準（「交易必守標準」）。本公司已向全體董
事作出具體查詢，且彼等各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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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本第三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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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本公司或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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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止九個月的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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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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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止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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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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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