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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 HOLDING LIMITED
吉 輝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27）

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九個月 
的第三季度業績公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的特色

創業板的定位乃為相比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
場。有意投資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
定。創業板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意味著創業板較適合專業投資者及其他資深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之性質使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的證券承受較
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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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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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佈（吉輝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各董事（「董事」）願共同及個別對此承擔全部責任）乃遵照
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的規定而提供有關本公司的資料。各董事經作
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本公佈所載資料在所有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及完
整，不含誤導或欺騙成分，及本公佈並無遺漏其他事宜，以致本公佈內任何聲明或本公佈產生
誤導。

本公佈原文乃以英文編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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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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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呈列本集團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
九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2014年同期的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三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九個月
2015年 2014年 2015年 2014年

附註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收入 3 2,584,020 3,182,031 8,215,598 8,602,851
銷售成本 (1,439,755) (2,017,099) (4,613,986) (4,763,501)

毛利 1,144,265 1,164,932 3,601,612 3,839,350
其他收入 4 82,996 31,450 243,171 95,045
其他收益及虧損 5 445,315 (11,520) 491,087 (66,972)
銷售及行政開支 (610,628) (525,521) (1,815,652) (1,421,114)
其他開支 6 (1,421,141) (21,084) (2,504,675) (42,167)
融資成本 7 (3,486) (28,484) (55,132) (92,948)

除稅前（虧損）利潤 (362,679) 609,873 (39,589) 2,311,194
所得稅抵免（開支） 8 — 47,000 (230,000) (250,996)

期內（虧損）利潤 (362,679) 656,873 (269,589) 2,060,198

其他全面虧損：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可供出售投資
可供出售投資公平值虧損 — — — (12,809)
於出售可供出售投資後將累計收益自
投資估值儲備重新分類至損益 — — — (9,394)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扣除稅項） — — — (22,203)

期內全面（虧損）收入總額 (362,679) 656,873 (269,589) 2,037,995

每股（虧損）盈利
基本及攤薄（新加坡分） 9 (0.092) 0.205 (0.078) 0.644



– 3 –

york.chung
A151680    1st Proof    Time: 03-11-2015_19:26:51    Cre8 (852) 3693 2600    york.chung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5年9月30日

2015年 
9月30日

2014年 
12月31日

附註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608,876 679,373
可供出售投資 20 20

609,896 679,393

流動資產
存貨 645,341 615,66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2 3,634,404 2,441,845
應收關聯方款項 15 — 44,860
應收董事款項 — 7,006
已抵押銀行存款 958,607 586,564
銀行及現金結餘 9,525,953 5,087,491

14,764,305 8,783,427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3 1,058,859 689,656
應付票據 13 — 909,841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項目 14 1,391,070 1,803,726
應付關聯方款項 15 — 348,193
應付董事款項 — 1,999
融資租賃債項 95,147 91,825
應付所得稅 195,135 448,543

2,740,211 4,293,783

流動資產淨值 12,024,094 4,489,64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2,632,990 5,169,037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債項 142,247 155,170

資產淨值 12,490,743 5,013,86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6 689,655 500,000
股份溢價 12,126,905 —

累計利潤 4,244,278 4,513,867
合併儲備 (4,570,095) —

權益總額 12,490,743 5,013,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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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九個月

股本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附註A）

投資估值 

儲備 累計利潤 總計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於2014年1月1日（經審核） 500,000 — — 22,203 7,320,237 7,842,440

期內利潤 — — — — 2,060,198 2,060,198

可供出售投資公平值虧損 — — — (12,809) — (12,809)

於出售可供出售投資後將累計收益自投資
估值儲備重新分類至損益 — — — (9,394) — (9,394)

期內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 — — (22,203) 2,060,198 2,037,995

於2014年9月30日（未經審核） 500,000 — — — 9,380,435 9,880,435

於2015年1月1日（未經審核） 500,000 — — — 4,513,867 5,013,867

期內（虧損）（指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 — — (269,589) (269,589)

Signmechanic Singapore進行的股份發行 1,500,000 — — — — 1,500,000

根據重組註銷股本（附註2） (2,000,000) — — — — (2,000,000)

根據重組發行999,999股普通股（附註2） 1,724 6,568,371 (4,570,095) — — 2,000,000

根據資本化發行發行319,000,000股普通股
（附註16） 550,000 (550,000) — — — —

根據配售發行80,000,000股普通股（附註16） 137,931 6,758,620 — — — 6,896,551

股份發行開支 — (650,086) — — — (650,086)

189,655 12,126,905 (4,570,095) — — 7,746,465

於2015年9月30日（未經審核） 689,655 12,126,905 (4,570,095) — 4,244,278 12,490,743

附註：

(A) 合併儲備指本公司根據重組（附註2）所收購附屬公司相關有形資產淨值與所發行股份總面值及股份溢價賬款
額的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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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九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九個月
2015年 2014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
除稅前（虧損）利潤 (39,589) 2,311,194
調整：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收益） (22,437) 5,020
物業、廠房及設備撇銷 931 7,846
折舊開支 195,922 136,424
利息收入 (1,152) —

融資成本 55,132 92,948
呆賬（撥回）撥備 (23,684) 63,500
可供出售投資公平值收益 — (9,394)
壞賬撇銷 1,465 —

外匯收益 (440,938) —

營運資金變動前的經營現金流量 (274,350) 2,607,538
貿易應收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170,340) (948,498)
應收關聯方款項 44,860 24,401
存貨 (29,680) (764,208)
貿易應付款項 369,203 71,49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項目 (412,656) 881,121
應付關聯方款項 (348,193) (209,165)

經營（所用）產生的現金 (1,821,156) 1,662,684
（已付）退回所得稅 (483,408) 50,260

經營活動（所用）產生的現金淨額 (2,304,564) 1,712,944

投資活動
董事還款（向董事墊款） 5,007 (7,006)
存入已抵押銀行存款 (372,043) (507,000)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37,922) (424,36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15,000 —

已收按金 — 90,000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所得款項 — 256,676
已收利息 1,152 —

投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 (388,803) (591,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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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9月30日止九個月
2015年 2014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融資活動
發行股本 — 扣除股份發行開支 7,746,465 —

向董事還款 — (27,401)
（償還應付票據）自應付票據籌集 — 淨額 (909,841) 559,774
已付融資租賃利息 (10,827) (20,230)
已付貸款利息 (19,185) (45,528)
已付貿易融資利息 (25,120) (27,190)
償還銀行貸款 — (90,111)
償還融資租賃債項 (90,601) (22,055)

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 6,690,891 327,25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增加 3,997,524 1,448,511
匯率變動影響 440,938 —

於1月1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指銀行及現金結餘） 5,087,491 2,818,571

於9月30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指銀行及現金結餘） 9,525,953 4,267,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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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2015年3月10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及登記為獲豁免有限責任公司，其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lifton House, 

75 Fort Street, P.O. Box 1350, Grand Cayman KY1-1108, Cayman Islands，主要營業地點為424 Tagore 

Industrial Avenue, Sindo Industrial Estate, Singapore 787807。本公司的股份於2015年7月10日（「上市日期」）在
創業板上市。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其營運子公司Signmechanic Pte Ltd（「Signmechanic Singapore」）的主營業務為設計、
製作、安裝及維護標牌及相關產品。

中期財務資料乃以新加坡元（「新加坡元」）呈列，新加坡元亦為本公司的功能貨幣。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於2015年11月3日獲本公司董事會批准。

2. 集團重組、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為本公司股份於創業板上市而進行集團重組，於2015年6月23日，(i) Signmechanic Singapore當時的實益股東陳
添吉先生及陳光輝先生（統稱「控股股東」）將其各自的股權轉讓予Sino Promise Investment Limited（「Sino 

Promise」），代價為配發及發行本公司999,999股普通股予Absolute Truth Investments Limited（「Absolute 

Truth」，控股股東的代名人）；及(ii)記入以Absolute Truth名義登記的一股未繳股款股份。同日，考慮到本集
團提名Sino Promise持有Signmechanic Singapore的全部已發行股本，Sino Promise向本公司配發額外9股入賬
列作繳足的新股份。於轉讓完成後，本公司於2015年6月23日成為本集團的控股公司。有關集團重組的詳情載
於本公司日期為2015年6月30日的上市招股章程（「招股章程」）內「歷史及發展」一節。

因集團重組而產生的本集團被視為延續實體。因此，所編製的截至2014年9月30日及2015年9月30日止九個月連
同截至2014年9月30日及2015年9月30日止三個月的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已包括現時組成本集團的該等
公司的業績及現金流量，猶如於集團重組完成後的集團架構於整個期間或自其各自註冊成立或成立日期起
（以較短者為準）一直存在。

此等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九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
「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巿規則（「創業板上巿規則」）第18章的適用披露規定
而編製。

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應與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會計師報告（載列於本公司日期為2015年6月30日按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招股章程）一併閱讀。編製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
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及會計師報告所採用者一致。

於2015年1月1日，本集團已採納於該日期起生效及與其業務有關的所有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
訂本及詮釋。採納此等新訂╱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及詮釋不會導致本集團的會計政策出現變
動，亦不會對本期間或先前期間所申報的金額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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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與分部資料

本集團以單一分部營運，主要包括向位於新加坡的客戶出售標牌、廣告牌、可變訊息標誌及鋁欄杆。

本集團向本集團的主要營運決策者報告資料，以供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主要營運決策者按合約性質（即「公
共」及「私營」）審閱收入及年內整體利潤。概無定期向主要營運決策者提供本集團之資產及負債分析以供審
閱。因此，僅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呈列有關實體產品、主要客戶及地區資料的披露。

向主要營運決策者提供以供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的本集團收入分析如下：

截至9月30日止三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九個月
2015年 2014年 2015年 2014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公共 2,391,422 2,439,264 7,440,362 6,390,260

私營 192,598 742,767 775,236 2,212,591

2,854,020 3,182,031 8,215,598 8,602,851

 實體披露

 主要產品

收入指在新加坡出售標牌、廣告牌、可變訊息標誌及鋁欄杆。

概無就各產品及服務呈列外間客戶收入的資料，因本集團管理層認為並無必須的資料可供使用及編製成本將
過高。

 主要客戶

來自個別佔本集團總收入超過10%的客戶的收入如下：

截至9月30日止三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九個月
2015年 2014年 2015年 2014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客戶A 附註 516,300 附註 1,349,299

客戶B 472,347 353,708 2,171,185 附註

附註：  相應收入並無佔本集團總收入10%以上。

 地區資料

本集團主要於新加坡（亦為原居地）經營業務。按客戶所在地及非流動資產劃分，本集團的所有收入及非流動
資產均源於外間客戶及位於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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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

截至9月30日止三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九個月
2015年 2014年 2015年 2014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銀行利息收入 1,140 — 1,152 —

政府補助 4,393 2,394 48,799 20,913

根據經營租賃就分租工作場所產生的租金收入 41,000 27,000 126,500 69,672

收回按金 28,845 — 28,845 —

其他，主要包括已收保險申索 7,618 2,056 37,875 4,460

82,996 31,450 243,171 95,045

5.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9月30日止三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九個月
2015年 2014年 2015年 2014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呆賬撥回（撥備） (10,065) (6,500) 23,684 (63,500)

壞賬撇銷 — — (1,465) —

物業、廠房及設備撇銷 — — (931) (7,84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收益 14,437 (5,020) 22,437 (5,020)

可供出售投資公平值收益 — — — 9,394

外匯收益 440,943 — 447,362 —

445,315 (11,520) 491,087 (66,972)

6. 其他開支

此項開支包括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的上市開支分別1,400,141新加坡元及2,434,675新加坡元（2014

年：無及無），全部均未經審核。

7. 融資成本 

截至9月30日止三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九個月
2015年 2014年 2015年 2014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借貸利息：
— 銀行貸款 — 15,926 19,185 45,528
— 融資租賃債項 3,423 3,602 10,827 20,230
— 貿易融資 63 8,956 25,120 27,190

3,486 28,484 55,132 92,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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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開支（抵免）

截至9月30日止三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九個月
2015年 2014年 2015年 2014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 新加坡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 (47,000) 200,000 238,000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 — 30,000 —

遞延稅項 — — — 12,996

— (47,000) 230,000 250,996

新加坡企業所得稅按估計應評稅利潤的17%計算，並合資格可獲30%企業所得稅退稅，於2013至2015評稅年度
的上限為30,000新加坡元。在新加坡註冊成立的公司的正常應課稅收入首10,000新加坡元的75%亦可豁免繳稅，
正常應課稅收入的其後290,000新加坡元的50%可豁免繳稅。

年度所得稅開支可與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所示的除稅前（虧損）利潤對賬如下：

截至9月30日止三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九個月
2015年 2014年 2015年 2014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除稅前（虧損）利潤 (362,679) 609,873 (39,589) 2,311,194

按新加坡企業所得稅17%計算的稅項 (61,655) 103,679 (6,730) 392,903

不可扣稅開支的稅務影響 259,029 11,462 434,900 11,462

毋須課稅收入的稅務影響 (74,960) — (74,960) —

免稅及退稅收入的稅務影響 (13,981) (13,982) (41,944) (41,945)

增加免稅額的稅務影響（附註） (65,668) (134,000) (78,936) (134,000)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 — 30,000 —

其他 (42,765) (14,159) (32,330) 22,576

期內所得稅（抵免）開支 — (47,000) 230,000 250,996

附註：  即根據PIC計劃，就合資格資本開支及經營開支在新加坡取得額外300%稅項減免╱免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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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基於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利潤及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而計算。就截至2015年9

月30日止期間每股基本盈利而言的股份數目乃基於假設本公司的320,000,000股普通股已發行及可予發行，包
括合共1,000,000股普通股及股份溢價資本化後可予發行的319,000,000股普通股，猶如集團重組已於2014年1月
1日進行。

截至9月30日止三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5年 2014年 2015年 2014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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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679) 656,873 (269,584) 2,060,198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92,173,913 320,000,000 344,322,344 320,000,000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 (0.092) 0.205 (0.078) 0.644

由於本公司並無根據購股權有任何未發行股份，故每股攤薄（虧損）盈利與每股基本（虧損）盈利相同。

10.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九個月的中期股息（2014年：無）。

11.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九個月，本集團收購資產的總成本約127,000新加坡元（2014年：約572,000新加坡元），
其中81,000新加坡元（2014年：179,100新加坡元）乃根據融資租賃購入。

本集團於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三個月及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九個月產生的折舊開支分別為65,374新加坡元（截
至2014年9月30日止三個月：56,864新加坡元）及195,922新加坡元（截至2014年9月30日止九個月：136,424新加坡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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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2015年 

9月30日
2014年 

12月31日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 2,760,121 1,620,142

減：呆賬撥備 (99,509) (129,608)

2,660,612 1,490,534

應收質保金 388,623 241,017

減；呆賬撥備 (6,414) —

382,209 241,017

未出賬單的應收款項 183,602 136,335

支付予供應商的採購墊款 25,811 143,536

出售永久業權物業的應收款項（附註a） 200,000 200,000

租金及其他按金 143,087 147,840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39,083 82,583

3,634,404 2,441,845

附註a：　 200,000新加坡元已由一名律師預扣，原因為利益相關者尚未落實自Management Corporation Strata 

Title轉讓部分相關共同物業，以增加所出售物業的總樓面面積。董事認為，有關程序屬行政事宜，
並有信心將會於適當時候落實。此外，控股股東已承諾就因未能清償有關金額而產生的任何損失向
本集團提供彌償保證。

就貿易應收款項授出的信用期一般為向所有客戶發出貿易應收款項的發票日期起30日至60日。以下為於各報
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與有關收入確認日期相若）呈列的貿易應收款項（扣除呆賬撥備）賬齡分析：

2015年 

9月30日
2014年 

12月31日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至30日 688,846 607,134

31至60日 493,789 238,622

61至90日 424,172 57,261

91至180日 791,992 306,283

181至365日 212,765 266,187

365日以上 49,048 15,047

2,660,612 1,490,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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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貿易應收款項的呆賬撥備變動

2015年 

9月30日
2014年 

12月31日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期初 129,608 23,210

於損益確認的呆賬撥備（減少）增加 (30,099) 106,398

於期末 99,509 129,608

 應收質保金的呆賬撥備變動

2015年 

9月30日
2014年 

12月31日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期初 — —

於損益確認的呆賬撥備增加 6,414 —

於期末 6,414 —

13. 貿易應付款項╱應付票據

2015年 

9月30日
2014年 

12月31日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1,058,859 689,656

應付票據 — 909,841

以下為於各報告期末根據購買確認日期（即貨品收悉日期）呈列的貿易應付款項賬齡分析：

2015年 

9月30日
2014年 

12月31日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248,216 148,912

31至90日 336,987 260,016

90日以上 473,656 280,728

1,058,859 689,656

就貿易應付款項授出的信貸期一般為自購買確認日期起計30至60日之間。

於2014年12月31日，本集團所有應付票據的賬齡為120日以下，而應付票據乃根據銀行授予本集團的銀行融資
條款取用。於2014年12月31日的應付票據以最優惠利率加年息差（即年利率5.75厘）計息，並以已抵押銀行存款
作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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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項目

2015年 

9月30日
2014年 

12月31日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向客戶預開賬單 899,588 589,458

應付供應商質保金 45,685 33,370

已收客戶按金 64,398 —

應付貨品及服務稅 86,693 751,710

應計經營開支 164,456 356,396

應計員工成本 89,858 38,899

應付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款項 — 25,064

其他應付款項 40,392 8,829

1,391,070 1,803,726

15. 關聯方披露

本集團與其關聯方訂立下列重大交易：

關聯方名稱 交易性質 截至9月30日止三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九個月
2015年 2014年 2015年 2014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C.K. Toh Construction 從關聯方再分包安裝工程及
供應勞工 — 26,633 — 155,794

向關聯方銷售 — 353 — 11,703

T3 Holdings 從關聯方租用叉架起貨機的
開支 — 5,358 — 29,983

Signmechanic Sdn Bhd 從關聯方購買標牌及再分包
安裝工程 — 22,646 — 56,239

控股股東擁有該等關聯方的股權權益，對其具有重大影響力。

此外，陳添吉先生及陳光輝先生共同及個別以Ethoz Capital Ltd（「Ethoz Capital」）為受益人提供個人擔保，
以擔保Signmechanic Singapore（作為借方）與Ethoz Capital（作為貸方）於2014年10月31日訂立的貸款協議（內容
有關Ethoz Capital向Signmechanic Singapore授出貸款融資1,000,000新加坡元）內Signmechanic Singapore的責任
及負債。

有關貸款於2014年12月31日並無動用及於2014年後被動用及於2015年3月已悉數償還，故Ethoz Capital其後已解
除陳添吉先生及陳光輝先生的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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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各報告期末，本集團與關聯方的結餘如下：

2015年 

9月30日
2014年 

12月31日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關聯方款項
— C.K. Toh Construction — 44,860

應付關聯方款項
— C.K. Toh Construction — 339,921
— Signmechanic Sdn Bhd — 6,811
— T3 Holdings — 1,461

— 348,193

 主要管理人員薪酬

於往績記錄期間，Signmechanic Singapore的董事（即本集團主要管理層成員）的薪酬如下：

截至9月30日止三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九個月
2015年 2014年 2015年 2014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短期福利 79,051 83,502 243,557 250,505

離職後福利 7,728 7,430 23,184 22,290

86,779 90,932 266,741 272,795

Signmechanic Singapore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的薪酬乃經參考本集團個別人士的表現及市場趨勢後釐定。

16. 股本

就於綜合財務狀況表內呈列本集團於重組前的股本而言，於2014年1月1日及2014年12月31日的結餘指
Signmechanic Singapore的股本，原因為本公司於2015年3月10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於其註冊成立當日，本
公司的法定股本為380,000港元，分為38,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

於2015年6月23日，控股股東以代價38,106,550港元將Signmechanic Singapore的全部已發行股本轉讓予Sino 

Promise，支付方式為(i)本公司配發及發行999,999股入賬列作繳足的本公司新股份予控股股東；及(ii)將本公
司一股未繳股款股份入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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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透過按每股股份0.50港元的價格配售100,000,000股普通股（包括20,000,000股賣方股份）成功於2015年7月
10日在聯交所創業板上市。所得款項淨額約3,810,000新加坡元。

股份數目 股本
新加坡元

Signmechanic Singapore的已發行及繳足：
於2014年1月1日及2014年12月31日 500,000 500,000

吉輝控股有限公司的已發行及繳足：
於註冊成立日期 1 —

於期內發行 999,999 1,724

根據資本化發行發行股份（包括向外配售的20,000,000股賣方股份） 319,000,000 550,000

根據配售發行股份 80,000,000 137,931

於2015年9月30日 400,000,000 689,655

17. 或然負債（有抵押）

本集團的或然負債如下：

2015年 

9月30日
2014年 

12月31日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就以客戶為受益人的履約擔保金提供的擔保 147,653 193,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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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一般資料

於財政期間至今，本集團一直主要從事標牌及相關產品的設計、製作、安裝及維護。本集團以
單一分部營運，主要包括向位於新加坡的客戶出售標牌、廣告牌、可變訊息標誌及鋁欄杆。

財務回顧

收入及業績

於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九個月，本集團錄得未經審核收入約8,216,000新加坡元（2014年：約
8,603,000新加坡元）及虧損270,000新加坡元（2014年：利潤約2,018,000新加坡元）。

收入下跌4.5%，乃歸因於私營領域的收入減少1,437,000新加坡元所致，部分跌幅卻因於九個月
期間內在公營領域收入有數份高價值合約帶來1,050,000新加坡元而有所抵銷。

於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九個月的毛利約為3,602,000新加坡元（2014年：約3,839,000新加坡元）。毛
利減少237,000新加坡元，乃由於材料及分包商成本上升及租金間接成本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及虧損包括約447,000新加坡元涉及以港元計值的現金及銀行結餘的未變現外匯收益。

於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九個月的銷售及行政開支約為1,816,000新加坡元（2014年：約1,421,000新
加坡元），增加395,000新加坡元或27.8%，主要由於就專業費用、設備與車輛保養以及物業租金
所產生較高開支所致。

於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九個月的其他開支包括上市開支約2,435,000新加坡元。

本集團於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九個月錄得的除稅前虧損約為40,000新加坡元（2014年：利潤約
2,311,000新加坡元），較去年同期減少2,351,000新加坡元。此乃主要由於產生上市開支2,435,000
新加坡元、毛利減少237,000新加坡元以及銷售及行政開支增加395,000新加坡元所致。如剔除上
市開支，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九個月的除稅前淨利潤將變為2,395,000新加坡元，增加84,000新加
坡元或3.6%。

於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九個月，虧損約為270,000新加坡元，較2014年同期利潤約2,060,000新加坡
元減少2,330,000新加坡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所承受的流動資金風險來自本集團經營活動的一般資金，尤其是有關合約為期介乎1個
月至4年，在此期間，每月可索取的進度款金額可能不同，視乎當月提供的標牌及相關產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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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供應及安裝時間表由客戶根據主承包商的時間表規定。因此，本集團主動管理客戶信貸限
額、賬齡及質保金償付狀況，並監察經營現金流量，以確保營運資金充足及滿足還款安排。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以配售所得款項淨額為其業務營運提供資金。經營活動所用現金約2,305,000
新加坡元包括已付上市開支約2,435,000新加坡元。

本集團已於2014年12月31日償還尚未償還應付票據909,841新加坡元。於2015年9月30日，本集團的
借款包括融資租賃債項237,394新加坡元（2014年12月31日：246,995新加坡元）。

於2015年9月30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9,526,000新加坡元（2014年12月31日：約
5,087,000新加坡元），有關款項已存放於新加坡及香港的多家大型銀行。

外匯風險

本集團主要以新加坡元（為本集團的功能貨幣）進行交易。然而，本集團保留港元配售所得款
項，而因港元兌新加坡元升值而導致未變現外匯收益約440,000新加坡元。

所持重大投資、子公司的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以及有關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並無持有重大投資，亦無任何子公司的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於本中期報
告日期，董事會並無就任何重大投資或添置資本資產批准任何計劃。

本集團的資產抵押

本集團就融資租賃（由相關租賃汽車作抵押）的最低租賃款項總現值為256,704新加坡元。

或然負債

於2015年9月30日，本集團已就以客戶為受益人的履約保證金147,653新加坡元提供擔保，並以已
扺押銀行存款作抵押。

業務回顧

收入包括來自於新加坡公私營領域銷售標牌及相關產品的收入，截至2014年及2015年9月30日止
九個月期間分別約為8,603,000新加坡元及8,216,000新加坡元。

公共領域包括路標、教育機構、公共房屋單位╱建築、國防大樓、機場及國家公園等的標牌及
相關產品。

私營領域包括商用樓宇、工業樓宇、私營住宅樓宇、醫院及快餐連鎖店的標牌及相關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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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財政期間，業務收入及淨利潤分別約為8,216,000新加坡元及270,000新加坡元。公共領域的
收入增加1,050,000新加坡元，主要由於有2份約在2014年中才展開的大型合約作出貢獻所致。然
而，私營領域的收入下降乃由於在2015年頭九個月內缺乏大型合約所致。於本九個月期間內的
手頭合約及訂單主要為公共領域的合約及訂單。

前景

根據貿易和工業部於2015年10月14日刊發的領先估計數字，新加坡經濟於2015年第三季按年增長
1.4%，較前一季度的2.0%增長放緩。建造業於第三季按年擴張1.6%，較前一季度錄得的2.0%增
長為低。增幅減慢乃主要由於私營領域建造活動減弱。按季度經季節性因素調整的年度化基準
計算，該領域收縮0.8%，扭轉了前一季度的12.4%擴張情況。

本集團經歷了業務活動水平放緩及在爭取新業務機遇時面對的競爭上升。與此同時，由於當地
政府並無就於2015年第二季屆滿的道路標牌及相關產品維護合約批授新合約，因此已將現有合
約延長6個月。

鑒於私營領域建造行業持續面對挑戰，本集團將繼續專注於新加坡的公營領域，參與此等私人
邀請參與及公開招標機遇。

我們的企業目標為在我們的業務及財務表現方面實現持續增長，從而創造長期股東價值。我們
計劃透過落實以下企業策略以實現此目標：

• 擴大及加強我們在新加坡公營領域的市場地位

• 透過成立新公司及╱或收購而擴大我們的業務組合

• 擴大我們向目標客戶提供的產品範圍及爭取更多非道路基建相關項目

僱員資料

於2015年9月30日，本集團合共聘用68名（2014年：65名）僱員。

本集團僱員的薪酬乃根據其工作範圍及責任而釐定。本地僱員亦視乎其各自表現而享有酌情花
紅。外籍工人乃按一或兩年合約方式受僱，而薪酬乃根據其工作技術而釐定。

於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九個月，總員工成本（包括董事薪酬）約為1,869,000新加坡元（截至2014年
9月30日止九個月：約1,656,000新加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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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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的權益及淡倉

於2015年9月30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各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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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
登記於該條所述登記冊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
條至第5.67條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的好倉總額

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姓名 權益性質 所持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股本的
概約百分比 (2)

（千股）

執行董事：

陳添吉先生 受控制法團權益 (1) 300,000 75%

陳光輝先生 受控制法團權益 (1) 300,000 75%

附註：

(1) Absolute Truth Investment Limited的全部已發行股本由陳添吉先生實益擁有50%及由陳光輝先生擁有50%。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陳添吉先生及陳光輝先生各自被視為於Absolute Truth Investment Limited持有的全部股份中
擁有權益。有關本公司於Absolute Truth Investment Limited持有的權益詳情，載於下文「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
股份及相關股份中的權益及淡倉」一節。

(2) 股權百分比乃根據本公司於2015年8月11日的已發行股份總數（即400,000,000股股份）計算。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2015年9月30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
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任何股份、債權證或相關股份中，並無擁有或被視為擁有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條文擁有或視為擁有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登記於該條所述登
記冊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至第5.67條將須知
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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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債權證及相關股份中的權益及淡倉

於2015年9月30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336條須予存置的主要股東登記冊顯示，於2015
年9月30日，本公司已獲告知下列主要股東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的權益及淡倉。

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的好倉總額

主要股東名稱 權益性質 所持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股本的

概約百分比

Absolute Truth Investment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300,000,000 75%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2015年9月30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並不知悉任何人士（除上文
已披露權益的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外）於本公司證券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
登記於本公司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

購股權

本公司或子公司並無根據購股權有任何未發行股份。

董事於競爭業務的權益

於回顧期間，本公司董事或控股股東或彼等各自的聯繫人（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並無於與本
集團業務構成競爭或可能競爭的任何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自其註冊成立日期以來，並無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採納任何購股權計劃及並無發行任何
購股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於回顧期間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任何上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會致力堅守於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15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載列的企業管
治原則，並採納多項措施以加強內部監控系統、董事的持續專業培訓及本公司其他常規範疇。
董事會在努力保持高水平企業管治的同時，亦致力為其股東創造價值及爭取最大回報。董事會
將繼續參照本地及國際標準檢討及提高企業管治常規的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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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市日期起至2015年9月30日止，董事認為，本公司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條文。

董事的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一項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作為監管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守則，其條
款不遜於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載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規定買賣準則（「標準守
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自上市日期起至2015年9月30日已完全
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買賣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

本集團已於2015年6月23日成立審核委員會，並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28條及創業板上市規則
附錄15所載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C.3段制訂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
行董事組成，即郜韵婷女士、陳建華先生及胡榮明先生。郜韵婷女士（具備合適專業資格的董
事）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協助董事會就本集團的財務申報程序、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系統的有
效性提供獨立意見、監察審核程序及履行董事會指派的其他職責及責任。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九個月的未經審核業績，並就此提供意見及建議。

承董事會命 
吉輝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陳添吉

香港，2015年11月3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即陳添吉先生（主席）及陳光輝先生；及三名獨立非
執行董事，即陳建華先生、胡榮明先生及郜韵婷女士。

本公佈將於其刊登日期起計最少一連七天於創業板網站www.hkgem.com的「最新公司公告」一頁
內及本公司網站www.kpmholding.com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