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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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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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Kinergy Corporation Ltd.
光控精技有限公司 *

（於新加坡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302）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 
年度業績公告

光控精技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以下統
稱「本集團」）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連同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
年度之比較數字。

摘要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變動百分比2018年 2017年 變動

（千新加坡元）（千新加坡元）（千新加坡元）

收益 122,809 128,952 (6,143) –4.8%
年度利潤 8,728 8,032 696 8.7%
年度經調整利潤附註1 11,630 8,854 2,776 31.4%

附註1  年度經調整利潤不包括上市開支。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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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入表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

2018年 2017年
附註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收益 4 122,809 128,952
銷售成本 (101,395) (104,142)

毛利 21,414 24,810

其他收入及收益 5 4,867 1,031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2,673) (2,813)
一般及行政開支 (12,230) (10,915)
財務資產減值虧損 6 (30) —

其他開支 6 — (2,212)
財務成本 (29) (36)

除稅前利潤 7 11,319 9,865
所得稅開支 8 (2,591) (1,833)

年度利潤 8,728 8,032

其他全面收入：

可能於往後期間重新分類至損益

海外業務換算的匯兌差額 (701) (37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8,027 7,66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新加坡元） 9 1.19分 1.4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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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8年12月31日

2018年 2017年
附註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6,318 18,083
預付土地租金 1,260 1,338
無形資產 446 314
投資證券 11 1,384 —
物業、廠房及設備墊款 679 679

非流動資產總值 20,087 20,414

流動資產
存貨 12 30,030 33,974
貿易應收款項 13 18,443 21,216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053 3,319
投資證券 11 — 6,75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4 43,709 13,657

流動資產總值 94,235 78,924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5 14,915 21,472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3,616 5,483
保修撥備 178 82
應付稅項 1,036 908

流動負債總值 19,745 27,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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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2017年
附註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流動資產淨值 74,490 50,979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546 1,100

資產淨值 94,031 70,29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6 84,990 40,879
儲備 9,041 29,414

權益總額 94,031 70,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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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公司資料

光控精技有限公司（「本公司」）為於新加坡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於2018年7月18日，本公司的股份於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

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為1 Changi North Street 1, Lobby 2, 498789, Singapore。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電子行業的合約製造、設計、工程及組裝，以及自動化機器、儀器、系
統、設備及精密模具的設計、製造及銷售。

本公司於新加坡經營及附屬公司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菲律賓及日本經營。

2. 編製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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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國際）（「新加
坡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而編製。

財務報表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投資證券按公平值計量。

除非另有說明，財務報表以新加坡元（「新加坡元」）呈列，所有價值已取整至最接近的千位數（千新加
坡元）。

3. 分部資料

就管理目的而言，本集團根據產品組織業務單位，有以下兩個可呈報經營分部：

(i) 電子製造服務分部（「電子製造服務」）專注於為原始設備製造商製造成套機器、子系統及部件。
電子製造服務分部主要產品包括劃片機及研磨機等成套機器和工件固定器、滑塊系統及料盒處
理器等子系統。

(ii) 原始設計製造分部（「原始設計製造」）分為自動化設備部及精密工具部，設計及製造主要用於半
導體後段設備行業的本集團自有「Kinergy」品牌專利自動化設備、精密工具及部件。原始設計製
造分部的主要產品包括自動框架裝載機等設備、封裝模組和模具等精密工具以及部件。

本集團的主要經營決策者為行政總裁，負責審閱所售主要類別產品的收益及業績，以配置資源及評
估分部業績。經營分部的會計政策即本集團會計政策。分部業績乃根據可呈報分部利潤（即計量經調
整毛利）評估。由於經營分部對本集團資產及負債的分析無須定期提交予主要經營決策者審閱，因此
並無披露相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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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業務分部劃分的收益明細

下表列載於截至2018年及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按業務分部劃分之收益：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8年 2017年

千新加坡元 % 千新加坡元 %

電子製造服務 110,783 90.2 119,527 92.7

原始設計製造 12,026 9.8 9,425 7.3

122,809 100.0 128,952 100.0

 地區資料

下表列載於截至2018年及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按地區劃分之收益。謹請留意明細數字按客戶地區
劃分。客戶（尤其是國際公司）可能選擇在不同地區的辦事處發出訂單，而使用產品的地點可能不同
於客戶地區。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8年 2017年

千新加坡元 % 千新加坡元 %

新加坡 103,935 84.6 114,492 88.8

美國 4,710 3.8 3,358 2.6

日本 3,788 3.1 2,781 2.2

中國內地 3,155 2.6 1,662 1.3

菲律賓 2,083 1.7 3,550 2.7

其他國家 5,138 4.2 3,109 2.4

122,809 100.0 128,95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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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

 收益分類

電子製造服務 原始設計製造 總收益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8年 2017年 2018年 2017年 2018年 2017年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貨品或服務類型
銷售貨品 110,369 119,115 12,026 9,425 122,395 128,540
提供服務 414 412 — — 414 412

110,783 119,527 12,026 9,425 122,809 128,952

轉交貨品或服務之時間點
某個時間點 110,783 119,527 12,026 9,425 122,809 128,952

5. 其他收入及收益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8年 2017年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其他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369 127
政府補助 (a) 214 355

服務收入 45 —

租賃收入 35 —
銷售廢料 13 13

676 495

收益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2,165 536
淨外匯差額 2,026 —

4,191 536

4,867 1,031

(a) 該款項指當地中國政府部門為鼓勵業務發展而向本集團附屬公司提供的若干財政支持，以及新
加坡政府部門為保障當地居民的就業情況根據工資補貼計劃提供的補助。概無有關該等補貼的
未達成條件及其他或然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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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務資產減值虧損及其他開支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8年 2017年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財務資產減值虧損 — 貿易應收款項 30 —

淨外匯差額 — 2,212

7. 除稅前利潤

本集團除稅前溢利乃於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得出：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8年 2017年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存貨成本 83,426 85,980

所提供服務成本 62 62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641 1,681

預付土地租金攤銷 34 28

無形資產攤銷 156 129

研發開支 2,168 2,629

經營租賃的最低租金付款 1,092 1,086

上市開支* 2,902 822

核數師酬金 231 146

專業費用 199 199

僱員福利開支（不包括董事及行政總裁薪酬）：
— 工資及薪金 15,129 16,967
— 退休金計劃供款 2,456 2,338

保修撥備 160 49

財務資產減值虧損
— 貿易應收款項 30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 (2,165) (536)

淨外匯差額 (2,026) 2,212

撇銷報廢存貨 (893) (24)

銀行利息收入 (369) (127)

* 涉及上市而向本公司核數師支付的專業費用415,000新加坡元，已計入上市及股份發行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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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的主要組成部分

截至2018年及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所得稅開支的主要組成部分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8年 2017年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即期所得稅：
— 即期所得稅 3,153 1,487
—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8) 16

3,145 1,503

遞延所得稅
— 暫時差額的產生和撥回 (554) 330

於損益確認的所得稅開支 2,591 1,833

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利潤及於截至2018年及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已發行普
通股加權平均數分別733,108,584股及568,075,472股計算，考慮到於2018年6月20日發生的股份拆細，
股份拆細乃按已於截至2018年及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發行處理。

由於截至2018年及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已發行潛在可攤薄普通股，故截至2018年及2017

年12月31日止年度所呈列每股基本盈利金額未予調整。

下表反映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使用的收入及股份數據：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8年 2017年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利潤 8,728 8,032

於12月31日
2018年 2017年

股份數目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733,108,584 568,075,47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新加坡元） 1.19分 1.4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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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息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8年 2017年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於本年度宣派及派付：
普通股股息：
— 2017年末期豁免（一級）股息：每股7.3新加坡分 

 （2016年：7.8新加坡分） 11,486 7,697
— 2018年中期豁免（一級）股息：每股10.8新加坡分（2017年：零） 16,914 —

28,400 7,697

於12月31日建議但未確認為負債：
待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批准後的普通股股息
— 2018年末期豁免（一級）股息：每股零（2017年：7.3新加坡分） — 11,486

11. 投資證券

 a. 於2018年12月31日的金融工具

於2018年 

12月31日
千新加坡元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
— 非上市股本投資（非即期） 1,384

  指定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股本工具投資

年內，本集團與日本註冊成立的公司Towa Corporation訂立一份協議，以成立一間名為Towa 

(Nantong) Co., Ltd的公司。Towa (Nantong) Co., Ltd在中國註冊成立。本集團及Towa 

Corporation分別認購Towa (Nantong) Co., Ltd已註冊股本10%及90%。Towa (Nantong) Co., 

Ltd的註冊資本為30,000,000美元，其中本公司貢獻3,000,000美元。於2018年12月31日，本集團
已支付1,000,000美元（相當於1,384,000新加坡元）。

本集團已選擇將非上市股本投資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計量方式，原因是本集團有意將
該等股本投資持作長期增值。非上市股本投資的公平值乃參考近期交易的價格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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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於2017年12月31日的金融工具

於2017年 

12月31日
千新加坡元

可供出售投資
— 投資銀行金融產品（即期） 6,758

  投資銀行金融產品

可供出售投資指投資由中國的銀行發行的銀行金融產品。該投資按年利率4.2%計息，利息已於
2018年3月到期。理財產品的公平值已使用貼現現金流量估值模式估計。

12. 存貨

於12月31日
2018年 2017年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原材料 13,980 16,647

在製品 10,728 13,187

製成品 5,322 4,140

存貨總額（以成本及可變現淨值兩者的較低者為準） 30,030 33,974

13. 貿易應收款項

於報告期末，基於發票日期並已扣除撥備的貿易應收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於12月31日
2018年 2017年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 0至30天 8,435 8,656
— 31至60天 7,079 8,914
— 61至90天 2,000 2,862
— 超過90天 929 784

18,443 2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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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於12月31日
2018年 2017年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現金及銀行結餘 18,464 13,657
短期存款 25,245 —

43,709 13,657

15. 貿易應付款項

於報告期末，基於發票日期的貿易應付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於12月31日
2018年 2017年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 0至30天 6,754 14,662
— 31至60天 2,474 4,550
— 61至90天 2,362 2,053
— 超過90天 3,325 207

14,915 21,472

16. 股本

股數 金額
千新加坡元

已發行及繳足普通股：
於2017年1月1日 141,587,348 34,357
已發行普通股 (1) 15,750,483 6,522

於2017年12月31日及2018年1月1日 157,337,831 40,879

股份分拆 (2) 472,013,493 —
根據首次公開發售發行之普通股 (3) 210,000,000 42,555
根據行使超額配股權發行之普通股 (4) 19,320,000 3,938
股份發行開支 — (2,382)

於2018年12月31日 858,671,324 84,990

(1) 於2017年12月21日，本公司向其新投資者鑽裕環球有限公司發行15,750,483股每股0.41新加坡元
之普通股。

(2) 於2018年6月20日，本公司完成股份分拆，本公司股本中的每一(1)股普通股分拆為四(4)股普通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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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於2018年7月18日，本公司已就首次公開發售發行210,000,000股面值為0.20新加坡元（或相當於
1.17港元）之普通股。

(4) 於2018年8月9日，額外的19,320,000股超額配股權已獲行使，本公司相應發行19,320,000股新普
通股。

17. 報告期後事項

於2018年12月27日，本集團透過其附屬公司精技電子（南通）有限公司與關聯方訂立基金合夥協議，
以成立初步建議規模為人民幣500,000,000元（相當於99,661,000新加坡元）的基金。本集團的建議資本
承擔將達人民幣100,000,000元（相當於約19,932,000新加坡元），佔基金總承諾出資額的20%。基金將
主要於中國從事有關資訊科技行業（包括半導體行業）、智能製造行業及精密工程設備製造業（例如半
導體生產設備（「半導體生產設備」）行業）及周邊行業（如模擬芯片及感官組件行業）企業的股本投資。

於2019年2月15日，基金合夥協議獲獨立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批准。



– 14 –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1. 概覽

我們是1988年在新加坡成立的大型合約製造商，專門生產半導體後段設備行業的設
備、機械、子系統、精密工具及零部件，於新加坡、中國及菲律賓均建有自用生產
設施。我們有電子製造服務分部及原始設計製造分部兩個分部。電子製造服務分部
專注為原始設計製造商生產子系統、成套機器及部件，亦為客戶提供保修期後維護
及調試服務。原始設計製造分部主要集中以自有「Kinergy」品牌設計及製造用於半導
體後段設備行業的自動化設備、精密工具及部件。本集團所產生收益主要來自電子
製造服務分部，佔總收益的約90.2%，而原始設計製造分部收益佔截至2018年12月31
日止年度總收益的約9.8%。

2. 業務回顧及前景

2018年標誌著本集團於2018年7月18日本公司股份（「股份」）上市（「上市」）後的另一
新里程。自上市以來，本集團一直致力擴展其業務。年內，本集團完成位於中國南
通的新廠房建設，在翻新及設立設施後將會增加產能。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收益輕微減少約6.1百萬新加坡元，而截至2017年12月
31日止年度之收益約為129.0百萬新加坡元，主要由於受二零一八年三月爆發的中美
貿易戰嚴重威脅，客戶訂單減少。

與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相比，本集團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向原始設計
製造分部主要客戶的銷售有所上升。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我們感到自豪的是，包括主要客戶在內的部分客戶利
用我們的設計實力為其業務增值（在質量、成本及╱或付運時間縮短方面），或利用
我們的設計技能於市場推出更多產品。該等設計工作將為我們帶來新商機。

半導體業務涉及各行各業，尤其是汽車、通訊（移動手機）、數據、人工智能及物聯
網。我們預期該等應用市場將繼續增長，並推動半導體行業以我們於過去數年所見
的相同速度增長。儘管貿易戰的威脅和衰退將至的跡象為原本擁有可觀發展的半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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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業務敲響了警鐘，但我們預期，上市所得款項將使我們能夠繼續實施我們的未來
計劃。本集團正在積極探索業務機遇，並將格外審慎調配資本開支，為股東帶來最
大回報。

3. 財務回顧

 收益

我們的收益主要來自電子製造服務分部（「電子製造服務分部」）及原始設計製造分部
（「原始設計製造分部」）業務。下表列載所示年度按經營分部劃分的收益分布：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8年 2017年 變動%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電子製造服務分部 110,783 119,527 –7.3%
原始設計製造分部 12,026 9,425 27.6%

122,809 128,952 –4.8%

本集團之收益由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129.0百萬新加坡元輕微減少約4.8%
至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122.8百萬新加坡元。

有關減幅乃主要由於電子製造服務分部的收益由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
119.5百萬新加坡元減少約7.3%至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110.8百萬新加坡
元。此乃主要由於其中一名主要客戶的需求減少。

電子製造服務分部的收益減幅被原始設計製造分部的收益增加部分抵銷。原始設計
製造分部的收益由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9.4百萬新加坡元增加約27.6%至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12.0百萬新加坡元。此乃主要由於客戶對原始設計
製造產品的需求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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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售成本

銷售成本主要包括材料成本、勞動力成本、租金開支及折舊開支。下表列載所示年
度按經營分部劃分之銷售成本明細：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8年 2017年 變動%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電子製造服務分部 93,020 96,430 –3.5%
原始設計製造分部 8,375 7,712 8.6%

101,395 104,142 –2.6%

本集團之銷售成本由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104.1百萬新加坡元輕微減少約
2.6%至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101.4百萬新加坡元。

有關減幅乃主要由於電子製造服務分部的銷售成本由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
約96.4百萬新加坡元減少約3.5%至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93.0百萬新加坡
元，此乃主要由於電子製造服務分部收益減少。

然而，原始設計製造分部的銷售成本由約7.7百萬新加坡元增加至約8.4百萬新加坡
元，此乃主要由於原始設計製造分部收益增加。

 毛利

由於上述收益及銷售成本的變動，毛利由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24.8百萬
新加坡元減少約3.4百萬新加坡元至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21.4百萬新加坡
元。

 其他收入及收益

其他收入及收益由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1.0百萬新加坡元增至截至2018年
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4.9百萬新加坡元。該增幅主要由於匯兌收益約2.0百萬新加坡元
及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收益約1.6百萬新加坡元，較去年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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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由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2.8百萬新加坡元減少約3.6%
至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2.7百萬新加坡元，符合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
度的收益減幅。

 一般及行政開支

一般及行政開支由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10.9百萬新加坡元增加約11.9%至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12.2百萬新加坡元。該增幅主要由於截至2018年12
月31日止年度上市開支增加。

 財務資產減值虧損及其他開支

其他開支由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2.2百萬新加坡元減至截至2018年12月31
日止年度的30,000新加坡元。減幅主要由於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確認匯兌虧
損，而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確認匯兌收益約2.0百萬新加坡元。

 財務成本

與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相比，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所產生的財務成本
減少約7,000新加坡元。有關減幅主要由於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貿易融資所
產生利息減少。

 除稅前利潤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除稅前利潤約為11.3百萬新加坡元，較截至2017年12
月31日止年度的除稅前利潤約9.9百萬新加坡元增加約14.1%。有關增幅主要由於截
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產生收益及匯率波動產生匯兌收
益有所增加。

 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的所得稅開支由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1.8百萬新加坡元增加至截至
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2.6百萬新加坡元。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所得稅
開支較低乃由於能夠使用去年結轉的稅務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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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利潤

基於以上所述，本集團於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錄得除稅後純利約8.7百萬新加
坡元，較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利潤約8.0百萬新加坡元增加約8.8%。

流動資金及資本資源

於2018年12月31日，本集團有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43.7百萬新加坡元。董事會認為本集
團財務狀況穩健，且本集團擁有充足資源以應付營運所需及滿足未來可預見的資本開支。

現金流量

下表載列我們於所示年度的現金流量概要：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8年 2017年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10,453 3,839
投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6,907 (9,772)
融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12,809 (2,08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30,169 (8,016)
於1月1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3,657 21,820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影響 (117) (147)

於12月31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3,709 13,657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淨額

本集團的經營活動所得現金主要來自貨品銷售。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反映了本年度
的除稅前利潤，並就下列各項作出調整：(i)非現金項目，如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及預
付土地租金攤銷及無形資產、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收益及其他項目，該等項目導
致營運資金變動前經營利潤；(ii)營運資金變動產生的現金流量的影響，包括存貨、貿易
及其他應收款項和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的變動，該等項目導致經營活動產生現金；以及
已收利息收入、已付利息開支及已付所得稅，該等項目導致經營活動產生現金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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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約10.5百萬新加坡元，主
要反映(i)營運資金變動前所產生之現金約12.8百萬新加坡元；(ii)存貨減少約4.8百萬新加
坡元；及(iii)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少約4.0百萬新加坡元，被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減少
約8.5百萬新加坡元及繳納稅項約3.0百萬新加坡元抵銷部分。

投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投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流量主要與購置及出售固定資產及投資證券有關。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約為6.9百萬新加坡元，主要
由於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投資證券的所得款項分別約為4.9百萬新加坡元及6.8百
萬新加坡元，被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投資證券分別約為3.0百萬新加坡元及1.4百萬
新加坡元抵銷部分。

融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融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流量包括發行新股份的所得款項及支付普通股股息。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融資活動所得的現金流量淨額為約12.8百萬新加坡
元，主要由於發行新股份及上市的所得款項約46.5百萬新加坡元，被股份發行開支約5.3
百萬新加坡元及已付普通股股息約28.4百萬新加坡元抵銷部分。

流動資產淨值

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由2017年12月31日的約51.0百萬新加坡元增加約23.5百萬新加坡
元至2018年12月31日的74.5百萬新加坡元。該增幅乃主要由於(i)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
約30.1百萬新加坡元；(ii)貿易應付款項減少約6.6百萬新加坡元；及(iii)其他應付款項、
應計費用及保修撥備減少約1.9百萬新加坡元，被(i)存貨減少約3.9百萬新加坡元；(ii)貿
易應收款項減少約2.8百萬新加坡元；(iii)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少約1.3百萬
新加坡元；及(iv)投資證券（流動）減少約6.8百萬新加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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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開支

本集團的資本開支包括與物業、廠房及設備有關的購置成本。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
度，本集團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產生資本開支約3.0百萬新加坡元。本集團主要以經
營所得現金撥付有關資本開支。

資本及投資承擔

本集團的資本及投資承擔主要與股本投資承擔及收購機器有關。

於2018年12月31日，本集團於報告年度末已訂約但未於財務報表確認的資本及投資開支
如下：

於2018年 
12月31日

千新加坡元

已訂約但尚未撥備：
物業、廠房及設備 656
投資證券 22,678

23,334

債務

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

本集團的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主要包括銀行的短期貿易融資。該貸款主要用於為營運提
供資金。於2018年及2017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的尚未償還結餘。

或然負債

於2018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或然負債、擔保或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並無任何重
大待決或受威脅的訴訟或申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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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負債權益比率

淨負債權益比率等於年末的計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總額（扣除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及已
抵押存款）除以年末的權益總額。淨負債權益比率不適用於本集團，因為本集團於2018年
12月31日並無未償付計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2017年：無）。

槓桿比率

槓桿比率等於年末的債務總額除以權益總額。債務總額包括所有計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
款。槓桿比率不適用於本集團，因為本集團於2018年12月31日並無未償付計息銀行貸款
及其他借款。

未來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計劃

除本公告附註17「報告期後事項」所披露者外，本集團並無其他重大投資的計劃。

重大投資、收購及出售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並無持有其他重大投資、並無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聯
營公司及合營公司。

外匯風險管理

本集團的功能貨幣為新加坡元。本集團主要於新加坡及中國經營，因此經營開支乃以新
加坡元及人民幣計值。本集團大部分收益以美元計值及結算。因此，新加坡元、人民幣
及美元的匯率波動或對本集團的利潤率及整體經營業績造成重大影響，而匯率波動將產
生收益或虧損。本集團並無就對沖訂立任何金融工具，因為我們的外幣應收款項與外幣
應付款項自然抵銷，通常會減輕對本集團經營業績的影響。展望將來，本集團預計新加
坡元、人民幣及美元的匯率將繼續波動。本集團管理層將繼續監察本集團的外匯風險，
並將採取審慎措施以降低貨幣匯兌風險。

資產抵押

於2018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抵押任何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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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

於2018年12月31日，本集團聘有532名僱員。於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產生僱員福利
開支約18.2百萬新加坡元。根據適用法律及法規規定，本集團為我們的僱員參與多項僱
員社會保障計劃。本集團的薪酬政策基於個人表現、表現能力、參與程度、市場可比較
資料及本集團業績，對僱員及董事給予獎勵。本集團透過內部及外部培訓提升僱員的專
業能力及管理水平。為確保本集團能吸引及挽留有實力的員工，我們會定期對薪酬待遇
進行檢討。基於個人及本集團的表現，合資格僱員會獲得表現花紅。除提供具競爭力的
薪酬待遇外，本公司已採納購股權計劃，旨在認可合資格僱員的貢獻並挽留合資格僱員
繼續為本集團的營運、增長及未來發展效力。我們並無於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經
歷任何重大勞工糾紛。

資產負債表外承擔及安排

於本公告日期，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資產負債表外交易。

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派付末期股息。

企業管治守則

本集團致力建立良好的企業管治常規及程序，以作為透明及負責任的機構，開明及向股
東負責。董事會積極遵守企業管治原則並已採納良好的企業管治常規，以符合法律及商
業標準，專注範疇包括內部監控、公平披露及向全體股東問責，以確保本公司所有營運
透明和具問責性。本公司相信有效的企業管治是為股東創造更高價值的必要因素。董事
會將繼續不時檢討並改善本集團企業管治常規，確保本集團由有效的董事會統領，提升
股東回報。



– 23 –

自上市日期起，本公司已遵從企業管治守則所有守則條文，惟於本公司2018年中期報告
披露過往偏離企業守則條文的守則條文第A.1.8條及第C.2.5條。本公司其後承諾在年內
採取行動，遵從該等守則條文。

A.1.8就董事可能面對之法律行動作投保安排

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A.1.8條規定，本集團應就董事可能面對之法律行動作適當之投
保安排。自上市日期起，本集團並無作出投保安排。於2018年8月，本集團已遵從本守則
條文，為董事們安排董事及職員投保。

C.2.5內部審核職能

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C.2.5條規定，本集團須設內部審核職能。因應上市，本集團委
聘一名外聘內部監控顧問，審視本集團的內部監控，跟進評點已於二零一八年六月報告。
於2018年12月，本集團委聘外部內部監控顧問定期檢討內部監控系統，在未來財政年度
遵從企業管治守則。

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董事及相關僱員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

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均確認彼等自上市日期起直至2018年年底已遵
守標準守則。

審核委員會審閱財務資料

本集團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已由審核委員會（僅由本公司獨立非
執行董事組成）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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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數師於年度業績公告的工作範圍

本集團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核數師」）同意，本集團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
年度業績公告有關數字與本集團本年度綜合財務報表草稿所載數額一致。核數師就此進
行的工作有限，並不構成審核、審閱或其他保證委聘，因此核數師並不就本公告作出任
何保證。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自上市日期起直至本公告日期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
何上市證券。

刊發業績公告及年報

本年度業績公告於聯交所(www.hkex.com.hk)及本公司(http://www.kinergy.com.sg)網站刊
發。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報載有上市規則附錄16規定的所有資料，將於適當
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及在上述網站登載。

釋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包括香港、澳門及台灣

「本公司」 指 光控精技有限公司，於新加坡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3302）

「企業管治守則」 指 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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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電子製造服務分部」 指 本集團的電子製造服務分部，專注於為原始設備製造
商製造成套機器、子系統及部件

「本集團」或「我們」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 指 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上市日期」 指 2018年7月18日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主板證券上市規則

「標準守則」 指 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的標準守則

「原始設計製造分部」 指 本集團的原始設計製造分部，分為自動化設備部及精
密工具部，設計及製造主要用於半導體後段設備行業
的本集團自有「Kinergy」品牌專利自動化設備、精密工
具及部件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新加坡元」 指 新加坡元，新加坡共和國法定貨幣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新加坡」 指 新加坡共和國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附屬公司」 指 香港法例第622章公司條例第15條賦予其的涵義

「美國」 指 美利堅合眾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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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 指 美元，美利堅合眾國法定貨幣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光控精技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林國財

香港，2019年3月27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林國財先生及杜曉堂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陳爽先生（主席）、
符皓玉女士、林欽銘先生（符皓玉女士之替任董事）、Bradley Fraser Kerr先生及曾瑞昌
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黃哲順先生、Senerath Wickramanayaka Mudiyanselage Sunil 
Wickramanayaka博士及張衛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