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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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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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ISP GLOBAL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487）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創業板」）的特色

創業板的定位，乃為相比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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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
適合專業及其他老練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所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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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的資料乃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而刊載，旨
在提供有關ISP Global Limited（「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董事（「董事」）願就本
公告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
其所知及所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
分；及並無遺漏其他事項，足以令本公告所載任何陳述或本公告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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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的
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連同2016年同期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三個月 截至12月31日止六個月
附註 2017年 2016年 2017年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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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 3 2,091,568 2,267,103 4,882,235 4,157,910
銷售╱服務成本 (1,407,350) (1,344,908) (3,115,439) (2,419,313)

毛利 684,218 922,195 1,766,796 1,738,597

其他收入 1,149 4,313 1,151 4,551
行政開支 (578,611) (322,210) (1,010,160) (590,542)
其他開支及虧損 4 (1,001,853) (5,801) (2,505,741) (11,322)
財務成本 5 (16,929) (14,732) (34,209) (29,783)

除稅前（虧損）╱溢利 6 (912,026) 583,764 (1,782,163) 1,111,501

所得稅開支 7 (14,349) (68,359) (84,349) (140,302)

年 內（虧損）╱溢利 
（指本公司擁有人應 
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926,375) 515,405 (1,866,512) 971,198

每 股（虧損）╱盈利 
基本及攤薄 
（每股新加坡仙） 8 (0.15) 0.09 (0.31) 0.16

本公司股息詳情載於附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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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7年12月31日

附註
於2017年
12月31日

於2017年
6月30日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6,104,009 6,331,112
已抵押銀行存款 12 206,947 206,947

非流動資產總額 6,310,956 6,538,059

流動資產
存貨 – 19,735
貿易應收款項 11 2,023,101 1,708,213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11 878,748 281,473
應收客戶合約工程款項 5,032 416
銀行結餘及現金 1,387,993 3,709,286

流動資產總值 4,294,873 5,719,123

資產總值 10,605,829 12,257,182

負債及權益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3 2,021,199 1,736,950
應付客戶合約工程款項 56,249 –
須於一年內償還的借款 115,142 126,833
應付所得稅 389,509 435,945

流動負債總額 2,582,099 2,299,728

非流動負債
須於一年後償還的借款 3,291,839 3,346,444
遞延稅項負債 248,298 260,905

非流動負債總額 3,540,137 3,607,34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4 1,034,500 525,000
儲備 15 3,449,093 5,825,105

總權益 4,483,593 6,350,105

總負債及權益 10,605,829 12,257,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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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累計溢利 總額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附註i）

於2017年7月1日結餘（經審核） 525,000 – – 5,825,105 6,350,105

年內虧損（指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1,866,512) (1,866,512)

根據重組發行股份 17 – 524,983 – 525,000

根據重組對銷股本 (525,000) – – – (525,000)

根據資本化發行而發行股份 1,034,483 (1,034,483) – – –

於2017年12月31日結餘（未經審核） 1,034,500 (1,034,483) 524,983 3,958,593 4,483,593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累計溢利 總額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於2016年7月1日結餘（經審核） 525,000 – – 5,074,509 5,599,509

年內溢利（指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971,198 971,198

於2016年12月31日結餘（未經審核） 525,000 – – 6,045,707 6,570,707

附註：

(i) 合併儲備指本公司為換取因籌備本公司股份（「股份」）在聯交所創業板上市進行的公司重
組而產生的其附屬公司的股本面值而發行的股份面值間的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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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

截至12月31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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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利 (1,782,163) 1,111,501
 就下列者調整：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88,273 288,684
  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15,285 –
  利息收入 (4) (20)
  財務成本 34,209 29,783

 營運資金變動前的經營現金流量 (1,444,400) 1,429,948

 營運資金變動
  貿易應收款項增加 (314,887) (330,171)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增加 (597,275) (173,812)
  應收客戶合約工程款項減少╱（增加） 51,633 (19,283)
  存貨減少 19,735 –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減少 584,246 216,253

 營運（所用）╱所產生的現金 (1,700,948) 1,122,935

 已收利息 4 20
 已付所得稅 (143,390) –

經營活動（所用）╱所產生的現金淨額 (1,844,334) 1,122,955

投資活動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 (76,755) (1,48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300 –

投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 (76,455) (1,482)

融資活動
 已付股息（附註9） (300,000) –
 償還借款 (66,296) (68,880)
 償還融資租賃款項 – (9,335)
 已付利息 (34,209) (29,783)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400,505) (107,99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額 (2,321,294) 1,013,475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709,286 1,157,585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即銀行結餘及現金 1,387,992 2,171,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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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2017年7月21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和登記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股份
（「股份」）於2018年1月16日在聯交所創業板上市（「上市」）。其母公司及最終控股公司為
Express Ventures Global Limited （「Express Ventures」），一家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
公司，並分別由本公司執行董事蒙景耀先生及莊秀蘭女士持有97.14%及2.86%的權益。

除在本公告中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採用的詞彙與本公司日期為2017年12月29日的招股
章程（「招股章程」）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lifton House, 75 Fort Street, P.O. Box 1350, Grand Cayman 
KY1-1108, Cayman Islands。本公司主要營業地點為No.3 Ang Mo Kio Street 62, #01-39, 
LINK@AMK, Singapore 569139。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其營運附屬公司的主營業務為
於新加坡銷售音響及通訊系統及相關服務、提供音響及通訊系統的綜合服務及提供AAS服
務。

於重組前，本集團的唯一營運附屬公司ISPL Pte. Ltd.（「ISPL」）由蒙景耀先生及莊秀蘭
女士（為蒙先生的配偶）（分別持有ISPL的97.14%及2.86%的權益）控制。作為重組的一部
分，投資控股公司Holy Ark Limited（「Holy Ark」）及本公司分別註冊成立，置放於ISPL
及控股股東之間。此後，本公司於2017年12月8日成為本集團的控股公司。因重組而包含
本公司、Holy Ark及ISPL的本集團於業績記錄期間及重組之前及之後一直受蒙景耀先生及
莊秀蘭女士共同控制。因此，其被視為持續經營實體，而歷史財務資料乃假設本公司一直
為本集團的控股公司而編製。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新加坡元（「新加坡元」）（即本公司的功能貨幣）呈列。

2. 編製基準

就編製及呈列報告期間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而言，於整個報告期間內，本集團貫
徹應用自2017年7月1日開始的財政年度生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
集團並無應用下列已頒佈但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修訂國際會計準
則（「國際會計準則」）及新詮釋：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2014-2016周期的年度改進1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2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來自客戶合約收益及相關修訂2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的澄清來自客戶合約收益2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第22號外幣交易及預付代價2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第23號所得稅處理的不確定性3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3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保險合約4

1. 於2017年1月1日或2018年1月1日（視情況而定）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可提早
採納。

2. 於2018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於2019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4. 於2021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除於日後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可能導致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須作出更多披露外，本集團管理層認為應用其他新訂
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修訂國際會計準則及新詮釋則不大可能對本集團未來的財
務狀況、表現及披露資料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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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及分部資料

收益指：(1)音響及通訊系統銷售及相關服務（「音響及通訊系統銷售及相關服務」）；(2)音
響及通訊系統的綜合服務，包括安裝及定製新加坡樓宇內的音響及通訊系統（「音響及通
訊系統的綜合服務」；及(3)向外部客戶提供警報系統服務（「AAS服務」）的已收及應收款
項的公平值。本集團於各期間的業務全部來自新加坡，具體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三個月 截至12月31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2017年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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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以下各項的收益：
音響及通訊系統銷售及相關服務 1,372,587 1,818,113 3,421,618 3,213,341
音響及通訊系統的綜合服務 500,095 230,104 1,022,845 506,797
AAS服務 218,886 218,886 437,772 437,772

2,091,568 2,267,103 4,882,235 4,157,910

本集團主要在新加坡（亦為原居地）營運。因此，本集團所有物業、廠房及設備均位於新
加坡。根據產品及服務交付的地點，本集團的收益全部來自新加坡。

4. 其他開支及虧損

截至12月31日止三個月 截至12月31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2017年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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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開支 937,706 – 2,409,561 –
匯兌虧損淨額 48,862 5,801 80,895 11,322
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15,285 – 15,285 –

1,001,853 5,801 2,505,741 11,322

5. 財務成本

截至12月31日止三個月 截至12月31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2017年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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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各項的利息：
銀行借款 16,929 14,051 34,209 28,350
融資租賃 – 681 – 1,433

16,929 14,732 34,209 29,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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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虧損）╱溢利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達至：

截至12月31日止三個月 截至12月31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2017年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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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在銷售╱服務成本內確認 99,074 99,074 198,149 198,149
在行政開支內確認 45,621 45,323 90,124 90,535

144,695 144,397 288,273 288,684

董事酬金 181,260 74,522 313,380 127,446
其他員工成本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505,467 349,864 937,965 664,942
－界定供款計劃（包括退休福利） 11,873 20,473 31,289 33,787
－外籍工人徵費及技能發展徵費 47,478 60,716 96,369 116,985

員工成本總額（包括董事酬金） 746,078 505,575 1,379,003 943,160

在銷售╱服務成本內確認 273,888 360,445 575,476 662,345
在行政開支內確認 472,190 145,130 803,527 280,815

員工成本總額（包括董事酬金） 746,078 505,575 1,379,003 943,160

確認為銷售╱服務成本的材料成本 799,418 831,191 1,760,152 1,438,869
確認為銷售╱服務成本的分包商成本 234,970 54,198 581,663 119,951

7. 所得稅開支

新加坡企業所得稅按17%（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17%）撥備。所得稅開支明細
載列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三個月 截至12月31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2017年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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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80 68,359 96,956 140,302
遞延稅項 (32,031) – (12,607) –

14,349 68,359 84,349 14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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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期內每股（虧損）╱盈利

截至12月31日止三個月 截至12月31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2017年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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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溢利 (926,863) 515,405 (1,866,512) 971,198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600,000 600,000 600,000 600,000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
 （每股新加坡仙） (0.15) 0.09 (0.31) 0.16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溢利及已發行股份的加權
平均數計算。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期間的每股基本盈利按600,000,000股股份計算，該
等股份根據資本化發行獲發行（詳情見附註14）並被視為自2015年7月1日起已獲發行。

每股攤薄盈利相等於每股基本盈利，乃因於有關期間並無攤薄潛在已發行普通股。

9. 股息

於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建議或派付股息（截至
2016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零）。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收購的設備達約76,755新加坡元（截至2016年
12月31日止六個月：4,982新加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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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截至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作出的貿易應收款項（計入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賬齡分析
如下：

於2017年
12月31日

於2017年
6月30日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天內 794,791 780,658
31天至90天 466,180 530,794
91天至180天 42,946 130,601
181天至365天 185,685 10,941
365天以上 94,280 37,548

貿易應收款項 1,583,882 1,490,542
未開票收益 263,801 86,369
應收保證金（附註） 175,418 131,302

2,023,101 1,708,213

按金 42,938 30,338
預付款項 37,615 179,569
遞延上市開支 793,080 67,815
其他 5,115 3,751

2,901,849 1,989,686

附註：  應收保證金指客戶就合約工程預扣的款項，有關款項將於相關合約的保證期完成
後發還，並分類為流動，因其預期將於本集團日常營運週期內收回。

12. 已抵押銀行存款

結餘指就以客戶為受益人授予本集團的履約擔保的相應金額而存放於銀行的存款，原定到
期期限為36個月。於2017年12月31日及2017年6月30日，該結餘按年利率0.65%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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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截至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作出的貿易應付款項（計入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賬齡分析
如下：

於2017年
12月31日

於2017年
6月30日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天內 254,454 686,828
31天至90天 123,477 118,798
91天至180天 – 112,864
180天以上 5,382 3,782

貿易應付款項 383,313 922,272
應付保證金 51,794 51,682

435,107 973,954

應付商品及服務稅（「商品及服務稅」） 52,702 120,042
客戶預付款項 180,840 48,163
應計經營開支 95,890 81,820
應計上市開支 1,231,899 177,226
應付工資 24,665 17,827
應付股息 – 300,000
其他 96 17,918

2,021,199 1,736,950

從供應商及分包商採購的信貸期通常為30至60天。概無就未償還結餘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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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股本

於2017年12月31日，股本指重組前本公司控股股東所持組成本集團的公司的已繳足股本總
額。

本公司法定及已發行普通股本詳情如下：

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 附註 普通股數目 股本 股本
港元 新加坡元

法定股本：
於2017年7月21日本公司註冊成立時 (a) 10,000,000 100,000 17,102
增加法定股份數目 (b) 1,490,000,000 14,900,000 2,548,185

於2017年12月31日 1,500,000,000 15,000,000 2,565,287

已發行及繳足：
於2017年7月21日本公司註冊成立時 (a) 1 – –
重組時已發行股份 (c) 9,999 100 17
根據資本化發行已發行股份 (d) 599,990,000 5,999,900 1,034,483

於2017年12月31日 600,000,000 6,000,000 1,034,500

附註：

(a) 本公司於2017年7月21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一間獲豁免有
限公司，初始法定股本為100,000港元，分為1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
股。一股未繳股款的認購人股份獲配發及發行予認購人，隨後該股份於同日轉讓予
Express Ventures。於2017年12月8日進行轉讓後（詳情見(c)），未繳股款認購人股份
被視為已繳足。

(b) 根據2017年12月14日本公司唯一股東通過的決議案，透過增設額外1,490,000,000股
普通股，本公司的法定股本由100,000港元增至15,000,000港元（分為1,500,000,000股
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每股股份與現有股份在各方面享有同等權益。

(c) 根據重組及作為2017年12月8日本公司自蒙景耀先生及莊秀蘭女士收購Holy Ark 
Limited全部已發行股本的代價，本公司向Express Ventures發行及配發的9,999股普通
股，分別全部入賬列作繳足。所用歷史匯率為1新加坡元兌5.7716港元。

(d) 根據本公司唯一股東於2017年12月14日通過的書面決議案及待本公司股份溢價賬因
股份發售而錄得進賬後，本公司獲授權配發及發行合共599,990,000股入賬列作繳足
的普通股予於2017年12月14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本公司股份持
有人方式為將本公司股份溢價賬的進賬額約5,999,900港元資本化。所用歷史匯率為1
新加坡元兌5.7999港元。

15. 儲備

於2017年12月31日及2017年6月30日，儲備指本集團的股份溢價、合併儲備及累計溢利。



13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發展及前景

本集團於新加坡從事銷售、安裝及維護音響及通訊系統解決方案以及AAS。

於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虧損淨額約1.9百萬新加坡元，而於
2016年同期則為純利約1.0百萬新加坡元。董事認為，虧損淨額乃主要由於2017年
產生非經常性上市開支約2.4百萬新加坡元所致。不計及上市開支，於截至2017年
12月31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純利將約為0.5百萬新加坡元。鑑於本集團自潛在及現
有客戶收到更多項目報價邀請，及股份發售（定義見本公告）所得款項淨額預期可
擴張本集團營運能力，因此董事對本集團業務前景持審慎樂觀態度。

展望

股份於2018年1月16日（「上市日期」）以股份發售（「股份發售」）方式在創業板上
市。本集團一直盡力提高我們業務的經營效率及盈利能力。本集團計劃擴張我們
的人員配置以及機器及設備，此舉將增加我們就未來項目進行投標的資源。本集
團亦將積極尋求機會擴大我們的客戶基礎及市場份額，以及承接更多音響及通訊
項目，從而提升我們的股東價值。

股份發售所得款項淨額將就此為本集團提供財務資源以滿足及達成我們的業務目
標及策略，從而進一步提高本集團於音響及通訊系統服務行業的市場地位。

財務回顧

收益

於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益約為4.9百萬新加坡元。本集團收益
較2016年同期增長0.7百萬新加坡元或17.4%。該收益增加乃主要由於2017年期間
獲授合約金額增加所致。

毛利率

我們的毛利由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的約1.7百萬新加坡元增加約0.1百萬
新加坡元或1.6%至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的1.8百萬新加坡元。本集團毛利
的該增加乃主要由於我們的收益增加所致。本集團的毛利率由截至2016年12月31
日止六個月的41.8%減少至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的36.2%。該減少乃由於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人手不足及為按時完成音響及通訊系統分部的綜合
服務項目導致本集團分包商成本大幅增加所致。然而，本集團將努力通過增加我
們的人手來減少成本及對分包商的倚賴，從而提高我們於未來項目的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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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由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的約0.6百萬新加坡元增加約0.4百萬新
加坡元或71.1%至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的1.0百萬新加坡元。該增加乃由
於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僱員人數增加導致董事薪酬及員工成本增加所
致。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與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相比，該固
定員工成本增加與所承接項目數量增加一致。

其他開支及虧損

其他開支及虧損由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的約11,000新加坡元增加約2.5百
萬新加坡元或220倍至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的2.51百萬新加坡元。該增加
乃主要由於非經常性上市開支約2.4百萬新加坡元所致。其餘增加乃由於清償專業
人士開支產生匯兌虧損及撇銷設備虧損所致。

財務成本

財務成本於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保持相對穩定，為0.03百萬新加坡元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0.03百萬新加坡元）。

期內虧損

於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虧損淨額約1.9百萬新加坡元，而於
2016年同期則為純利約1.0百萬新加坡元。董事認為，虧損淨額乃主要由於2017年
產生非經常性上市開支約2.4百萬新加坡元所致。不計及上市開支，於截至2017年
12月31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純利將約為0.5百萬新加坡元。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截至2016年12月31日
止六個月：零新加坡元）。

業務目標與實際業務進展之間的比較

本公司於2018年1月16日在創業板上市。自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即2017年12月20
日，定義見招股章程）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期間較短，與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
期相比，就實現招股章程所述目標並無產生重大進展。本集團處於實施招股章程
所披露其業務目標及策略的初級階段。本集團將盡力達致招股章程所述里程碑事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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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發售所得款項用途

來自股份發售的所得款項淨額（經扣除包銷費用及本公司承擔的其他上市開支後）
約為44百萬港元，該等款項將用於招股章程「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一節所載
擬定用途，即：

• 約11.6百萬港元（相當於本公司收取所得款項淨額約26.4%）將用於擴大及培
訓我們的銷售及營銷、技術及支援人手；

• 約10.0百萬港元（相當於本公司收取所得款項淨額約22.7%）將用於在新加坡
設立新的銷售辦事處；

• 約10.0百萬港元（相當於本公司收取所得款項淨額約22.7%）將用於償還部分
銀行貸款；

• 約3.0百萬港元（相當於本公司收取所得款項淨額約6.8%）將用於購置交通工
具；

• 約2.5百萬港元（相當於本公司收取所得款項淨額約5.7%）將用於採取步驟以
獲得我們目前在機械及電氣工種的更高等級；

• 約2.0百萬港元（相當於本公司收取所得款項淨額約4.5%）將用於提供履約保
證的資源；

• 約1.4百萬港元（相當於本公司收取所得款項淨額約3.2%）將用於加強我們在
新加坡音響及通訊行業的營銷工作；及

• 約3.5百萬港元（相當於本公司收取所得款項淨額約8.0%）將用作一般營運資
金及一般企業用途。

由於報告期間於上市日期前結束，截至2017年12月31日，我們並無動用所得款
項。本集團所籌集所得款項淨額將以與建議分配一致的方式使用。

資本架構、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2018年1月16日，本公司以200,000,000股股份的股份發售（按每股0.35港元的價
格）方式在創業板上市。股份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約為44百萬港元，將用於招股章
程「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一節所載擬定用途。董事認為，連同來自股份發
售的新資本，本集團處於健康財務狀況以擴張其業務及達成其業務目標。自上市
後，本集團的資本架構並無變動。本集團股本僅包含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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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7年12月31日，本集團擁有總資產約10.6百萬新加坡元，總負債及股東權益
分別約為6.1百萬新加坡元及4.5百萬新加坡元。於2017年12月31日，本集團流動
比率約為1.7，而於2017年6月30日則為2.5。總負債增加及流動比率減少乃主要由
於2017年12月31日應計上市開支約1.2百萬新加坡元所致。由於上市於報告期間後
（2018年1月16日）發生，因此上市並無導致股東權益相應增加。

於2017年12月31日，本集團資產負債比率為76.0%（2017年6月30日：54.7%）。該
比率按各報告期末銀行借款總額下的總承擔除以總權益，再乘以100%計算。

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的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為籌備上市，本公司已進行重組，重組詳情載於招股章程「歷史、發展及重組」一
節。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於附屬公司及
聯屬公司並無重大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匯兌風險

本集團交易乃主要以新加坡元計值，新加坡元為本集團功能及呈列貨幣。於截至
2017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變現匯兌虧損有大幅波動，為0.09百萬新加坡元，乃
由於就上市支付款項所致。

資本開支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的資本開支總額約為76,755新加坡元，用於購置物
業、廠房及設備。

或然負債

於2017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承擔

於2017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重大資本及經營租賃承擔。

人力資源

於2017年12月31日，本集團僱員總數為51名（2016年12月31日：48名），及截至
2017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產生的相關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約為0.3百萬新加坡元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0.1百萬新加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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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招股章程所載資料並無進一步重大變動導致須於本公告作
出額外披露。

報告期後事項

除本集團於2018年1月16日在創業板成功上市外，本集團於本公告報告期末後並
無重大事項。

權益披露及其他資料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的權益
及╱或淡倉

於2017年12月31日，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香
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
及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
所的權益及淡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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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須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的登記冊內的權益及淡
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
如下：

於本公司普通股的好倉

姓名 身份╱性質

所持╱持有
權益的

股份數目
股權

百分比

蒙景耀先生（附註） 受控法團權益；與另一名人士
 共同持有權益

600,000,000 75%

莊秀蘭女士（附註） 受控法團權益；與另一名人士
 共同持有權益

600,000,000 75%

附註： Express Ventures分別由蒙景耀先生及莊秀蘭女士實益擁有97.14%及2.86%。於2017年8
月22日，蒙景耀先生及莊秀蘭女士訂立一致行動確認書，以承認及確認（其中包括）彼
等為香港收購合併守則所界定的一致行動人士。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蒙景耀先生及莊
秀蘭女士被視為於Express Ventures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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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相聯法團Express Ventures普通股的好倉

姓名 相聯法團名稱 身份╱性質

所持╱持有
權益的

股份數目
股權

百分比

蒙景耀先生 Express Ventures 實益擁有人 510 97.14%
莊秀蘭女士 Express Ventures 實益擁有人 15 2.86%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2017年12月31日，概無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
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
第7及第8分部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或須記錄於本公司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存置的登記冊內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
第5.46至5.67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的權益及淡倉

於2017年12月31日，據本公司董事所知，以下人士（並非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
人員）已經或被視為或當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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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的條文須向本公司或聯交所披露，或須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的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

於本公司普通股的好倉

名稱 身份╱性質

所持╱持有
權益的

股份數目
股權

百分比

Express Ventures 實益擁有人 600,000,000 75%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2017年12月31日，據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所知，除
上文「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
的權益及╱或淡倉」一節所載的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外，概無其他人士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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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的條文須向
本公司或聯交所披露，或須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的登記
冊內的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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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規顧問的權益

據本公司合規顧問滙富融資有限公司告知，於2017年12月31日，除本公司與滙富
融資有限公司訂立的日期為2017年8月21日的合規顧問協議外，滙富融資有限公
司、其董事、僱員及緊密聯繫人概無於本集團擁有須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6A.32
條須知會本公司的任何權益。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載的規定交易標準作為董事就股
份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別查詢後，全體董事已確認，
自上市日期起直至本公告日期，彼等已遵守規定交易標準及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
行為守則。

董事資料並無變動

由於上市乃於2017年12月31日後發生，故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7.50A(1)條須予
披露的董事資料並無任何變動。

充足公眾持股量

根據本公司可取得的公開資料及據董事所深知，董事確認本公司符合最低公眾持
股量25%的規定。

競爭及利益衝突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董事、控股股東或本公司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的
任何緊密聯繫人（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概無從事任何直接或間接與本集團業務
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的業務或於其中擁有權益，或擁有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
第11.04條規定須予披露的與本集團的任何其他利益衝突。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除招股章程所披露重組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六
個月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2017年12月14日採納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自採納購股權計劃以
來，概無根據該計劃授出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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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致力於達致高水準的企業管治常規以增強股東、投資者、僱員、債權人及
業務夥伴的信心及促進業務增長。董事會一直且將繼續不時檢討及改善本公司企
業管治常規，從而提高其透明度及股東問責性。自上市日期以來，本公司已採納
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作為其
自身的企業管治守則。由於上市乃於2017年12月31日後發生，故在報告期內，企
業管治守則並不適用於本公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其書面職權範圍符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28至5.33
條。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檢討及監督本集團的財務監控、內部控制及風險管
理制度，並就本集團的財務報告事宜向董事會提供意見及建議。於本公告日期，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鄧智偉先生、林魯傑先生及林明毓先
生。

本公司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並未經本公司獨立核數
師審核，惟經審核委員會成員審閱並就此提出意見及建議。

除本公告另有指明者外且僅供說明用途，新加坡元乃按1新加坡元兌5.85港元的匯
率換算為港元。概不表示任何新加坡元金額已經或可以按上述匯率或任何其他匯
率兌換或可予兌換。

承董事會命
ISP Global Limited
主席兼執行董事

蒙景耀

香港，2018年2月12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蒙景耀先生及莊秀蘭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林明
毓先生、林魯傑先生及鄧智偉先生。

本公告將由其刊登日期起計最少七日於創業板網站www.hkgem.com內「最新公司
公告」網頁刊載。本公告亦將於本公司網站www.ispg.hk刊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