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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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ky Forever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Group Limited
（宇恒供應鏈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47）

中期業績公告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概要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

– 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營業額約為港幣1,724,826,000元，而二零一四年同期錄得之營

業額約為港幣8,511,000元。

– 本集團虧損約為港幣45,045,000元（二零一四年：虧損約為港幣18,521,000元）。

–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港幣44,711,000元（二零一四年：虧損約為港幣

17,569,000元）。

– 董事宣佈不派付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一四年：無）。

– 本公司每股虧損約為港幣3.32仙（二零一四年：每股虧損約為港幣3.98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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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業績

宇恒供應鏈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

同相關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3 1,724,826 8,511 263,379 4,852

提供服務之成本及出售貨物之成本 (1,717,044) (5,645) (256,006) (2,655)
    

毛利 7,782 2,866 7,373 2,197

其他收益 3 504 390 389 1

其他收入 4 1,710 80 391 80

銷售及分銷成本 (8,179) (367) (3,220) (125)

行政開支 (41,515) (19,849) (22,299) (12,094)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183) (2,561) 575 (2,308)
    

除稅前虧損 6 (40,881) (19,441) (16,791) (12,249)

所得稅開支 7 – – – –
    

持續經營業務本期間虧損 (40,881) (19,441) (16,791) (12,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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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終止業務 8
已終止業務本期間（虧損）溢利 (4,164) 920 (3,604) 1,569

    

本期間虧損 (45,045) (18,521) (20,395) (10,680)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扣除稅項

綜合時之匯兌差額 7 (95) 189 –

應佔聯營公司其他全面收益 (179) – (272) –
    

本期間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45,217) (18,616) (20,478) (10,680)
    

以下人士應佔本期間虧損：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44,711) (17,569) (20,315) (10,247)

非控股權益 (334) (952) (80) (433)
    

(45,045) (18,521) (20,395) (10,680)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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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虧損總額：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44,832) (17,616) (20,412) (10,247)

非控股權益 (385) (1,000) (66) (433)
    

(45,217) (18,616) (20,478) (10,680)
    

每股虧損 9
來自持續經營及已終止業務

－基本 港幣(3.32)仙 港幣(3.98)仙 港幣(1.49)仙 港幣(2.32)仙

－攤薄 港幣(3.32)仙 港幣(3.98)仙 港幣(1.49)仙 港幣(2.32)仙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 港幣(3.04)仙 港幣(3.81)仙 港幣(1.23)仙 港幣(2.23)仙

－攤薄 港幣(3.04)仙 港幣(3.81)仙 港幣(1.23)仙 港幣(2.23)仙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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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17,583 13,747
無形資產 14,893 10,877
聯營公司權益 7,743 9,104
其他資產 8,162 8,675
商譽 12 – 5,573

  

48,381 47,976
  

流動資產

存貨 13 84,368 –
其他資產 1,025 1,025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14 323,732 489,634
銀行結餘及現金 46,844 281,246

  

455,969 771,905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15 15,636 337,394
應付稅項 – 1,928

  

15,636 339,322
  

流動資產淨值 440,333 432,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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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88,714 480,559
  

非流動負債

董事貸款 – 2,469
  

資產淨值 488,714 478,090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6 16,787 13,254
儲備 471,927 467,087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488,714 480,341
非控股權益 – (2,251)

  

權益總額 488,714 478,090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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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儲備 

已發行股本 股份溢價 繳入盈餘 匯兌儲備
認股權證

儲備 法定儲備 累計虧損 總儲備 小計 非控股權益 合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 4,418 58,605 594,707 9,290 – 2,512 (517,520) 147,594 152,012 1,176 153,188
           

本期間虧損 – – – – – – (17,569) (17,569) (17,569) (952) (18,521)

其他全面虧損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綜合時之匯兌差額 – – – (47) – – – (47) (47) (48) (95)

           

本期間全面虧損總額 – – – (47) – – (17,569) (17,616) (17,616) (1,000) (18,616)
           

與股權持有人進行之交易
擁有權權益之變動
出售附屬公司 – – – (136) – – – (136) (136) (1,217) (1,353)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4,418 58,605 594,707 9,107 – 2,512 (535,089) 129,842 134,260 (1,041) 133,219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 13,254 437,446 594,707 9,127 – 2,512 (576,705) 467,087 480,341 (2,251) 478,090
           

本期間虧損 – – – – – – (44,711) (44,711) (44,711) (334) (45,045)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綜合時之匯兌差額 – – – 58 – – – 58 58 (51) 7
－應佔聯營公司全面虧損 – – – (179) – – – (179) (179) – (179)

           

本期間全面虧損總額 – – – (121) – – (44,711) (44,832) (44,832) (385) (45,217)
           

與股權持有人進行之交易
注資及分派
因配售而發行股份 3,533 49,943 – – – – – 49,943 53,476 – 53,476

擁有權權益之變動
出售附屬公司 – – – (180) – (91) – (271) (271) 2,636 2,365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16,787 487,389 594,707 8,826 – 2,421 (621,416) 471,927 488,714 – 488,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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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業務

截至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277,455) (30,479)
  

投資活動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6,008) (15,479)

出售附屬公司 (1,101) 2,891

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 14,944

退還收購附屬公司所支付按金 – 17,940

購置無形資產 (4,022) –

已收利息 504 390
  

投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10,627) 20,686
  

融資活動

因配售發行股份所得款項 53,680 –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53,6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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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 (234,402) (9,793)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81,246 86,675
  

46,844 76,882

匯率變動之影響 – (23)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6,844 76,85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結餘分析

銀行結餘及現金 46,844 76,859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未經審核）（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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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七日根據一九八一年百慕達公司法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為獲豁免

有限公司。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上市。本

公司之註冊辦事處位於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而其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皇后大道中29號華人行6樓601室。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及其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供應鏈管理服務及提供能源管

理業務。

2. 遵例聲明

本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

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而

編製。該等財務報表並未經審核，惟已經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並不包括按年度財務報表規定提供所有資料及披露

事項，並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且編

製此等財務報表的基準為歷史成本。

編製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乃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有關本集團所採納的由本期

內起生效之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本期及前期

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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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及其他收益

本集團於期內之營業額及其他收益之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提供服務 – 7,809 – 4,150

銷售貨品 1,724,826 702 263,379 702
    

1,724,826 8,511 263,379 4,852

已終止業務

提供服務 760 2,066 175 2,025
    

營業額 1,725,586 10,577 263,554 6,877
    

持續經營業務

來自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利息收入 – 223 – –

利息收入 504 167 389 1
    

其他收益 504 390 389 1
    

營業額及其他收益總額 1,726,090 10,967 263,943 6,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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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呆壞賬撥備撥回 – 80 – 80

雜項收入 1,710 – 391 –
    

1,710 80 391 80
    

5. 分部資料

本集團已按業務分部及地區二者綜合劃分為個別部門管理其業務。本集團已按與內部呈

報予本集團首席營運決策人（董事）作出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之資料所用之一致方式，呈

列以下報告分部。概無合併任何經營分部組成下列報告分部：

– 提供涉及規劃與落實綜合解決方案的服務，以使產業鏈之商流、物流、信息流、資金

流有效運作的供應鏈管理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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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部資料（續）

－ 提供雷擊電磁脈衝防護業務及與之相關的工程設計、建設及技術服務之綜合解決方

案的雷擊電磁脈衝分部；及

– 提供能源及其他資源管理及節約系統以及綜合解決方案的能源管理分部。

(a)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就評估分部表現及於各分部間配置資源而言，本集團首席營運決策人按以下基準監

控各報告分部之業績、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包括所有已分配資產，惟於聯營公司中的權益及其他企業資產除外。分部負

債包括個別分部之銷售╱服務應計之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收益及開支乃經參考該等分部產生之收益及開支或該等分部應佔之資產折舊所產生

之其他收益及開支分配至報告分部。然而，並未計量由一分部向另一分部提供之協助

（包括分攤資產及提供專業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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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部資料（續）

(b) 業務分部

下表呈列本集團業務分部收益、業績及若干資產、負債及開支資料。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業務
  

供應鏈管理服務業務 能源管理業務 雷擊電磁脈衝防護業務 綜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收益
向外部客戶提供之銷售╱服務 1,724,826 702 – 3,006 760 4,803 1,725,586 8,511

      

分部業績 (24,300) (6) (531) (203) (713) 179 (25,544) (30)
      

未分配收入 2,214 1,276
未分配開支 (20,532) (17,320)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183) (2,561)

  

除稅前虧損 (45,045) (18,635)
所得稅開支 – –

  

期內虧損 (45,045) (18,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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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部資料（續）

(b) 業務分部（續）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業務
  

供應鏈管理服務業務 能源管理業務 雷擊電磁脈衝防護業務 綜合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 423,740 560,088 7,353 8,670 – 13,859 431,093 582,617
未分配資產，包括聯營公司權益 73,257 237,264

  

綜合資產總額 504,350 819,881
  

分部負債 5,279 318,984 10,157 10,068 – 6,685 15,436 335,737
未分配負債 200 6,054

  

綜合負債總額 15,636 341,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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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虧損

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及已終止業務之除稅前虧損於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得出：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出售附屬公司之虧損（收益） 3,451 (806) 3,451 (806)

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虧損 – 70 –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018 802 1,020 707

攤銷

 －無形資產 6 – 3 –

 －其他資產 1,933 626 967 626
    

7. 所得稅開支

因本集團於本期間錄得稅項虧損，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二零一四年：無）。

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業務之所得稅撥備乃按期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之適用稅率

根據有關之現行法例、詮釋及慣例計算。

由於在報告日，本集團並無出現重大暫時差異，故本集團並無就遞延稅項計提撥備（二零

一四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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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已終止業務

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七日，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Power Chance Limited與獨立

第三方（「投資者」）訂立及完成買賣協議，據此Power Chance Limited出售Boomtech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統稱「Boomtech」）之全部股權，代價為港幣400,000元（「出售事

項」）。出售事項完成後，本集團不再於Boomtech擁有任何股權。

管理層認為於出售事項後，本集團對Boomtech之控制已經終止，因而構成已終止業務。

因此，綜合全面收益表之若干比較數字已另行重列以反映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業務之

業績。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已終止業務之業績之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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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已終止業務（續）

(a) 期內已終止業務溢利╱（虧損）

截至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760 4,803 175 2,286

提供服務之成本及出售貨物之成本 (326) (3,103) (32) (854)
    

434 1,700 143 1,432

其他收入 – 1 – 1

銷售及分銷成本 (94) (305) (22) (88)

行政開支 (1,053) (1,217) (274) (714)
    

除稅前（虧損）溢利 (713) 179 (153) 631

所得稅開支 – – – –
    

除稅後（虧損）溢利 (713) 179 (153) 631

出售附屬公司虧損 (3,451) – (3,451) –

出售附屬公司虧損的所得稅 – – – –
    

已終止業務應佔之（虧損）溢利淨額 (4,164) 179 (3,604) 631
    

以下人士應佔來自已終止業務（虧損）

溢利：

–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3,830) 98 (3,535) 347

– 非控股權益 (334) 81 (69) 284
    

(4,164) 179 (3,604) 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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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已終止業務（續）

(b) 已終止業務應佔淨現金流出

截至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淨現金流

經營活動 (978) (329)

投資活動 – –

融資活動 – (131)
  

淨現金流出總額 (978)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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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業務之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以及

期內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股數計算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業務之本公司

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 (44,711) (17,569) (20,315) (10,247)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

佔虧損 (40,881) (16,824) (16,780) (9,830)
    

本期間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股數 1,346,213,563 441,817,348 1,366,749,413 441,817,348
    

於本期間及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概無任何攤薄潛在普通股。因此，

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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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息

董事宣佈不派付本期間之中期股息（二零一四年：無）。

11.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本期間，本集團購入約港幣6,008,000元物業、廠房及設備（二零一五年：約港幣

16,072,000元）。

12. 商譽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按成本值減累計減值虧損

於報告期初 5,573 10,808

出售 (i) (5,573) (1,235)

減值虧損 – (4,000)
  

於報告期末 – 5,573
  

(i) 如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8詳述出售後，賬面值港幣5,573,000元之商譽乃

獲確認及於釐定出售附屬公司虧損中列賬。

13 存貨

存貨包括貿易庫存。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成品 84,3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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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自第三方之應收賬款 346,880 458,033

呆壞賬撥備 (78,405) (78,405)
  

268,475 379,628

其他應收款

預付款項 24,847 17,084

向供應商墊付款項 – 87,302

按金 27,507 2,747

其他應收款 2,618 2,590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285 283
  

55,257 110,006
  

323,732 489,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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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續）

除供應鏈管理業務項下給予若干客戶360日信貸期外，本集團一般於交付貨物或提供服務

並發出發票後給予其客戶90日信貸期。按發票日期呈列之應收賬款（扣除呆壞賬撥備後）

賬齡如下：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少於90日 263,288 242,652

91至180日 – 132,087

181至270日 3,167 835

271至365日 – –

一年以上 2,020 4,054
  

268,475 379,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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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付賬款 4,184 314,375

其他應付款 11,452 23,019
  

15,636 337,394
  

計入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按發票日期呈列之應付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少於90日 – 229,961

91至180日 3,514 84,414

180日以上 670 –
  

4,184 314,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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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股本
股份數目 面值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法定：

於期初及期末╱年初及年末

每股面值港幣0.01元的普通股 20,000,000,000 20,000,000,000 200,000 2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期初╱年初

每股面值港幣0.01元的普通股 1,325,452,044 441,817,348 13,254 4,418
    

因供股而發行股份 – 883,634,696 – 8,836

因二零一五年八月及

九月配售而發行股份 353,363,469 – 3,533 –
    

於期末╱年末

每股面值港幣0.01元的普通股 1,678,815,513 1,325,452,044 16,787 13,254
    

17. 股本承擔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有以下資本開支承擔：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訂約但未撥備，扣除已付按金

－購買無形資產 – 2,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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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營運回顧

供應鏈管理服務是本集團的業務重點。本集團現時提供供應商與客戶之間的中介服務，善用業

務網絡及資源，協助各行各業的中小企將整體經營成本減至最低。憑藉本集團的雄厚財政背景

以及面對中國內地對供應鏈服務的龐大需求，本集團把握形勢與其他供應鏈公司建立起多項戰

略合作夥伴關係，從而在有關進出口貿易、物流、清關和存儲的服務上開展採購和銷售的營運。

為了配合不斷增長的供應鏈管理業務，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深圳前海宇恒產業鏈管理有限公司

正與思愛普（北京）軟件系統有限公司合作，以設計並建立一個有效的大數據平台。該平台將支

持點對點營運流程、實時規劃、執行、報告和分析功能。預計發展中的新系統可體現供應鏈管

理的主要理念－集中採購、生產、銷售、結算和財務管理。大數據平台系統已取得進展，並將進

行測試、實行以及在交易中應用。

期內，雷擊電磁脈衝防護業務及能源管理業務大幅縮減，原因為本集團之主要客戶已經完成其

項目，而所涉及之維護之收入大幅低於建設該等設備之收入。期內，於二零一五年七月，本集

團出售其於Boomtech之權益，Boomtech營運雷擊電磁脈衝防護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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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本集團於本期間錄得營業額大幅增加約203倍至約港幣1,724,826,000元，而二零一四年同期

為約港幣8,511,000元。營業額增加主要因供應鏈管理服務業務。本集團繼續發展與中國業務

夥伴及潛在夥伴的業務關係以增加及探尋新的收入來源。

除上述的新收入來源外，本集團之雷擊電磁脈衝防護業務及能源管理業務於本期間之服務費收

入較二零一四年同期減少約90%。本集團於期內已出售雷擊電磁脈衝防護業務。

本集團的毛利由二零一四年同期約港幣2,866,000元增加272%至本期間約港幣7,782,000元。

然而，毛利率由二零一四年同期之34%減少至本期間之0.5%。毛利率下降主要由於供應鏈管理

業務的利潤率較低所致。本集團將繼續控制原材料成本並探尋新業務，以提高本集團的毛利。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產生行政開支約港幣41,515,000元（二零一四年：約港幣19,849,000元）。

行政開支增加主要由於贊助費、租金及差餉、薪金及工資增加。本期間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虧損淨額約為港幣44,711,000元（二零一四年：約港幣17,569,000元）。

前景

由於中國經濟及多個產業鏈之發展，以及中國政府推行之經濟改革，本集團預期將進一步開發

及加強其供應鏈管理業務，並拓展其客戶群及地域覆蓋範圍。本集團將繼續與不同領域的顆伴

合作，建立全面的國內綜合供應鏈平台。同時，本集團將繼續尋找機遇，透過投資及╱或收購

前景廣闊的業務或項目為股東創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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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政資源及資本結構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資產約為港幣504,350,000元（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

日：約港幣819,881,000元），包括銀行結餘及現金約港幣46,844,000元（二零一五年三月

三十一日：約港幣281,246,000元）。

於本期間，本集團主要運用自有營運資金撥付營運之資金，並無一般銀行備用額。本集團於二

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並無抵押任何資產（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資產負債比率（該比率是指總銀行借貸與總資產之比率）為零（二零

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無）。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並無任何銀行借貸（二零一五年三

月三十一日：無）。

配售新股份

1. 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三十日，本公司與國鑫證券有限公司（「配售代理A」）訂立一份股份

配售協議（「股份配售協議」），據此，本公司已委聘配售代理A，以促成不少於六名承配

人按每股配售股份港幣0.172元之價格認購最多合共88,363,469股新股份（「配售股份

A」）（「股份配售事項A」）。股份配售事項A須受股份配售協議所載之該等條件所規限。

根據股份配售協議，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配發及發行88,363,469股配售

股份A。

股份配售事項A所得款項淨額約港幣14,850,000元（扣除開支）將用作本集團之一般營

運資金。

股份配售事項A之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一五年七月三十日及二零

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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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八日，本公司與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配售代理B」）訂立一份配售

協議（「配售協議」），據此，本公司已委聘配售代理B，以促成不少於六名承配人按每股

配售股份港幣0.15元之價格認購最多合共265,000,000股新股份（「配售股份B」）（「配售

B」）。配售B須受配售協議所載之該等條件所規限。根據配售協議，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二十五日配發及發行265,000,000股配售股份B。

配售B所得款項淨額約港幣38,590,000元（扣除開支）將用作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

及╱或未來投資，旨在多元化拓展本集團之業務組合及╱或收入來源。

配售B之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一五年九月八日及二零一五年九月

二十五日之公告。

匯率波動風險及相關對沖

本集團大部分交易是以港幣及人民幣列值。本集團採納穩健的庫存政策，大部分銀行存款以港

幣或經營附屬公司的當地貨幣存放於銀行，以盡量減低外匯風險。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本集團並無任何外匯合約、利息或貨幣掉期或其他作對沖用途之金融衍生工具。

重大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本期間並無重大投資、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

資產質押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產質押及或然負債（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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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聘用了39名（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86名）僱員（包括董

事）。本期間之員工成本總額（不包括董事酬金）約為港幣7,395,000元，而二零一四年同期約為

港幣5,010,000元。薪酬乃參照市場條款及個別僱員之表現、資歷及經驗而釐定。為表揚及獎勵

僱員所作之貢獻，本集團將以個別僱員表現為基礎發放年終花紅予有關僱員。其他福利包括就

香港僱員作出之法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之供款，以及為中國僱員購買老年基本保險、基本醫療

保險、工傷保險及失業保險。

計劃於日後進行之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及其預期來年之資金來源

本集團來年並無計劃於日後進行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

中期股息

董事宣佈不就本期間派付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一四年：無）。

董事及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各董事或行政人員（「行政人員」）概無在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

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

(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而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

的權益或淡倉（包括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視作或被視為擁有的權益或淡倉）；或(b)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本公司須記入該條所述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或(c)根據有關董

事進行證券交易的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至第5.67條而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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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以下人士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第2及3分部之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及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在任何情況下可於

本公司股東大會上享有投票權利之任何股本類別面值10%或以上之權益，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336條須由本公司存置之主要股東登記冊所載之主要股東如下：

股東姓名 權益性質 持有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股本概約

百分比

顏楚奕（「顏先生」）（附註1） 實益擁有人 187,576,000 (L) 11.18%

配偶權益 6,416,000 (L) 0.38%

周昭珊（「周女士」）（附註1） 實益擁有人 6,416,000 (L) 0.38%

配偶權益 187,576,000 (L) 11.18%

(L) 指好倉

附註1： 周女士實益擁有6,416,000股股份。顏先生為周女士之丈夫，被視作於周女士持有之6,416,000股股
份當中擁有權益。顏先生實益擁有187,576,000股股份。周女士為顏先生之妻子，被視作於顏先生
持有之187,576,000股股份當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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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董事並不知悉任何其他人士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

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之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淡倉，或

直接或間接擁有在任何情況下可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享有投票權利之任何股本類別面值10%

或以上之權益，或任何其他主要股東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由本公司存置之登記

冊所載之權益或淡倉。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本期間，本公司並無贖回其任何上市股份（「股份」），而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亦並無購買

或出售任何有關股份。

董事及行政人員資料之變動

自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八月十四日之2015-2016第一季度業績報告中作出披露起，董事及

行政人員之資料並無變動，惟下列除外：

– 周永昇先生已自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八 日起辭任本公司之聯合首席執行官。

董事於競爭業務之權益

於本期間，概無本公司董事或控股股東或主要股東（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或彼等各自之緊密

聯繫人士（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被認為於直接或間接與本集團業務有所競爭或可能有所競

爭之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及╱或導致或可能導致與本集團有任何其他利益衝突而須根據創業

板上市規則第11.04條作出披露。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其條款不遜於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

載之買賣標準規定。本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後，彼等均已確認本身於本期間一直遵守有關操守準

則及有關進行證券交易所規定之交易準則。



33

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15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於本

期間，本公司已應用企業管治守則之原則，並遵守載於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惟以下各項

除外：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E.1.2條規定，董事會主席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回答問題。隨余偉業

先生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七日辭任董事會主席後，直至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六日舉行之二零一五年

股東週年大會日期前並無合適人選填補該職位。執行董事黎志科先生已擔任二零一五年股東週

年大會之主席以確保與股東之有效溝通。本公司其後已委任黃文冠先生為董事會主席，自二零

一五年八月七日起生效。

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於二零一二年三月成立，而其書面職權範圍符合創業板上市

規則。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提名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全部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

為徐文龍先生、李梅女士及劉偉良先生。提名委員會主席為徐文龍先生。

提名委員會主要負責就董事委任及董事繼任計劃向董事會提出建議。董事會於考慮委任新董事

時考慮專長、經驗、市況及適用法例及法規等標準。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於二零零六年一月成立，並已遵照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

以書面列明其職權範圍。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薪酬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全部為獨立

非執行董事，分別為徐文龍先生、李梅女士及劉偉良先生。薪酬委員會主席為徐文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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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之角色及職務包括釐定全體執行董事之特定酬金安排，包括實物利益、退休權利及

包括離職或入職補償之補償，以及就非執行董事之薪酬向董事會提供建議。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於二零零一年十月遵循創業板上市規則的規定成立，並以書

面列明其職權範疇。審核委員會負責審閱並監督本集團的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於二零

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徐文龍先生、李梅女士及

劉偉良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為徐文龍先生。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本期間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認為該等報表已按適當的會

計準則、創業板上市規則及任何其他適當法律的規定而編製，並已作出充分的披露。

承董事會命

宇恒供應鏈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黃文冠

香港，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九日

本公告所載資料包括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規定，須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各董事對本公告所

載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本

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為準確及完整，且並無誤導或欺詐成份，及本公告亦無遺漏其他

事項致使其中所載任何陳述或本公告有所誤導。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黃文冠先生、陳江先生、黃鶴女士及吳智南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

事為徐文龍先生、李梅女士及劉偉良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