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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448）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業績公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的特點

GEM之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之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

之市場。有意投資之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之考慮後

方作出投資決定。GEM之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GEM較適合專業及其他經驗豐富投資

者。

鑒於GEM上市公司的新興性質使然，在G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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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本公告乃遵照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之規定提供有關環球印館控股有

限公司（「本公司」）之資料；本公司各董事（「董事」）就本公告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

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

確及完備，並無誤導或欺詐成份，且並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令致本公告或其所載任何陳

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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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收益總額約為 142.6百萬港元，較二零

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增長6.5%。

. 毛利率較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增長1.3%至24.7%。

. 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淨虧損約 9.2百萬港元。年內虧

損乃主要由於一次性的上市開支約12.3百萬港元。不包括一次性上市開支，本集團經

調整除稅後溢利為3.1百萬港元。

.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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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業績

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比較數字。

財務資料已經董事會批准。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收益 3 142,583,126 133,868,991

銷售成本 (107,425,947) (102,518,928)

毛利 35,157,179 31,350,063

其他收益 4 1,083,028 1,804,228
其他收入淨額 4 678 6,476
銷售及行政開支 (44,315,484) (28,298,609)

經營（虧損）╱溢利 (8,074,599) 4,862,158

融資成本 5 (a) (320,965) (346,613)

除稅前（虧損）╱溢利 5 (8,395,564) 4,515,545

所得稅 6 (758,312) (1,124,974)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年內（虧損）╱溢利 (9,153,876) 3,390,571

每股（虧損）╱盈利 7

基本及攤薄（港仙） (0.14)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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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198,052 16,177,746
無形資產 337,594 —

收購非流動資產的按金 124,500 429,511

12,660,146 16,607,257

流動資產

存貨 5,477,619 3,262,72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9 14,137,858 11,504,262
應收其他關聯方款項 — 5,106,576
應收董事款項 — 1,732,618
應收股東款項 — 78,00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8,202,560 20,993,052

87,818,037 42,677,237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36,189,667 22,257,609
應付關聯公司款項 — 798,700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 1,754,960
融資租賃承擔 1,090,581 887,254
復原成本撥備 240,000 220,000
即期稅項 1,929,859 983,050

39,450,107 26,901,573

流動資產淨值 48,367,930 15,775,66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1,028,076 32,382,921

– 4 –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承擔 2,413,253 2,896,634
遞延稅項負債 963,305 1,325,139

3,376,558 4,221,773

資產淨值 57,651,518 28,161,148

資本及儲備

股本 9,000,000 104,005
儲備 48,651,518 28,057,143

總權益 57,651,518 28,16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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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合規聲明

本公告所載年度業績並不構成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但摘錄自該等財

務報表。該等財務報表已根據所有適用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其集合的條款

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所有適用的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

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以及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財務報表亦符合GEM上市規則

之適用披露條文。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於本集團當前會計期間首次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該等修訂均不影

響本集團的會計政策。該等修訂概無對本集團於本期間或過往期間的業績及財務狀況如何編製或呈列產

生重大影響。本集團尚未應用任何在當前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新準則或詮釋。

2 編製及呈列基準

環球印館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從事提供一般印刷服務及印刷產品

貿易。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二十二章（一九六一年第三號法例，經

綜合及修訂）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根據於二零一七年六月八日完成的集團重組（「重組」），本公司成為現時組成本集團公司的控股公司。於

本公司註冊成立前，上述主營活動乃由環球印館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及其附屬公司開展。為

就籌備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上市而理順公司架構，本集團進行了重組

並成為現在組成本集團公司的控股公司。有關重組的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三日之招

股章程。

重組僅涉及加入並無實質業務的新成立實體本公司作為環球印館有限公司的新控股公司，及並無導致本

集團經濟實質出現任何變動。因此，重組採用與反收購原則相若的原則入賬，而就會計目的而言，環球

印館有限公司被視作收購方。

本集團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綜合權益變動表及綜合現金流量表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於二零

一六年的經營業績，猶如重組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完成。本集團編製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綜

合財務狀況表以呈列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財務狀況，猶如現時組成本集團的實體於該日期已綜合入

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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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份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在GEM上市。同日， 674,986,666股本公司新股份透過資本化本公

司股份溢價賬進賬額 6,749,867港元發行（「資本化發行」）。此外，本公司以每股 0.23港元的價格發行

225,000,000股本公司股份（「股份發售」）。

3 收益及分部報告

(a) 收益

本集團的主要活動為提供綜合印刷服務及買賣印刷產品。

各重大收益分類金額如下：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港元 港元

柯式印刷 107,751,418 104,048,405

原色數碼印刷 9,722,825 8,254,847

噴墨印刷 18,304,134 13,988,302

其他服務 6,804,749 7,577,437

142,583,126 133,868,991

本集團的客戶基礎呈多元化，概無與任何客戶的交易超過本集團收益的10%。

關於本集團主要活動的進一步詳情披露如下：

(b) 分部報告

本集團按業務條線管理業務。按照與向本集團高級執行管理層內部報告有關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的

資料時所採用者相符的方式，本集團已識別以下呈報分部：

柯式印刷

柯式印刷業務涉及使用柯式印刷方法製造及買賣印刷產品。該等產品或由本集團位於香港的生產設

施製造，或外判予外部分包商加工。

原色數碼印刷

原色數碼印刷業務涉及使用原色數碼印刷方法製造及買賣印刷產品。該等產品由本集團位於香港的

生產設施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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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墨印刷

噴墨印刷業務涉及使用噴墨印刷方法製造及買賣印刷產品。該等產品由本集團位於香港的生產設施

製造，或外判予外部分包商加工。

其他服務

其他服務包括生產印刷相關產品的雜項服務，例如製造原子印，其製造過程需要使用專門設備。該

等服務大部分分包予外部分包商。該等服務的收益低於釐定可呈報分部的量化門檻。

(i)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就評估分部表現及在分部間分配資源而言，本集團的多數高級執行管理層按以下基準監督各可

呈報分部應佔的業績、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包括全部有形資產及流動資產，其他企業資產除外。分部負債包括個別分部製造銷售

活動應佔的貿易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收益及開支參考該等分部所產生的銷售及該等分部所產生的開支或該等分部應佔資產折舊及攤

銷所產生的其他開支分配至可呈報分部。分部之間的支援，包括共用資產，則不會計量。

呈報分部溢利所用計量為「經調整EBITDA」，即「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的經調整盈

利」，其中「利息」被視為包括投資收入及「折舊及攤銷」被視為包括非流動資產的減值虧損。為

達致經調整EBITDA，本集團的收益進一步就並非由個別分部特定應佔的項目作出調整，如董

事及核數師薪酬及其他總部或企業行政成本。

除收取有關經調整EBITDA的分部資料，管理層亦獲提供與收益、現金結餘產生的利息收入及

開支、各分部於其營運中所用非流動分部資產的折舊及添置有關的分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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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資源分配及分部表現評估

而提供予本集團最高級執行管理人員的有關本集團呈報分部的資料載列如下：

柯式印刷 數碼印刷 噴墨印刷 其他服務 總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 107,751,418 104,048,405 9,722,825 8,254,847 18,304,134 13,988,302 6,804,749 7,577,437 142,583,126 133,868,991

分部間收益 — — — — — — — — — —

可呈報分部收益 107,751,418 104,048,405 9,722,825 8,254,847 18,304,134 13,988,302 6,804,749 7,577,437 142,583,126 133,868,991

可呈報分部溢利 10,514,966 6,086,093 2,494,013 1,848,422 1,782,410 2,297,624 869,299 909,312 15,660,688 11,141,451

融資成本 — — 289,578 346,613 — — — — 289,578 346,613

年內折舊 3,533,306 4,933,984 947,108 941,887 18,889 4,800 — — 4,449,303 5,880,671

可呈報分部資產 24,570,647 23,998,426 2,170,752 2,823,443 2,715,300 952,833 677,759 683,648 30,134,458 28,458,350

年內非流動分部資產添置 — 380,776 — 923,000 170,000 — — — 170,000 1,303,776

可呈報分部負債 17,951,530 16,505,471 4,273,558 4,351,412 2,866,239 1,154,700 842,169 1,195,461 25,933,496 23,207,044

(ii) 可呈報分部收益、損益、資產及負債的對賬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港元 港元

收益

可呈報分部收益 142,583,126 133,868,991

分部間收益對銷 — —

綜合收益 142,583,126 133,868,991

溢利

可呈報分部溢利 15,660,688 11,141,451

分部間收益對銷 — —

源自本集團外部客戶的可呈報分部溢利 15,660,688 11,141,451

其他收益及收入淨額 31,966 814,909

融資成本 (31,387) —

企業資產之折舊及攤銷 (594,997) (254,135)

未分配辦公室及企業開支 (23,461,834) (7,186,680)

綜合除稅前（虧損）╱溢利 (8,395,564) 4,515,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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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港元 港元

資產

可呈報分部資產 30,134,458 28,458,350

分部間應收款項對銷 — —

30,134,458 28,458,350

未分配總公司及企業資產 70,343,725 30,826,144

綜合總資產 100,478,183 59,284,494

負債

可呈報分部負債 25,933,496 23,207,044

分部間應付款項對銷 — —

25,933,496 23,207,044

即期稅項 1,929,859 983,050

遞延稅項負債 963,305 1,325,139

未分配總公司及企業負債 14,000,005 5,608,113

綜合總負債 42,826,665 31,123,346

地區資料

本集團的收益全部來自於香港（貨品付運的地點）的外部客戶。於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

一日，本集團的非流動資產均位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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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益及收入淨額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港元 港元

其他收益

利息收入 370 721
廢料銷售收入 1,051,740 963,795
租金收入 — 216,000
佣金收入 — 500,000
雜項收入 30,918 123,712

1,083,028 1,804,228

其他收入淨額

外匯收益淨額 678 72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 — 5,750

678 6,476

5 除稅前（虧損）╱溢利

除稅前（虧損）╱溢利經扣除以下各項後達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港元 港元

(a) 融資成本

有關融資租賃承擔的融資費用 320,965 346,613

(b)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界定供款退休計劃供款 1,373,800 1,138,547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28,641,651 25,918,775

30,015,451 27,057,322

(c) 其他項目

核數師酬金 840,000 235,000
存貨成本 107,425,947 102,518,928
折舊 5,041,003 6,134,806
攤銷 53,297 —

上市開支 12,302,092 2,154,405
經營租賃費用：最低租賃付款 8,740,806 8,616,678
就貿易應收款項確認的減值虧損（附註9 (b)） 200,420 —

# 存貨成本包括有關員工成本及折舊開支的 15,555,277港元（二零一七年： 16,761,294港元），該筆金額

亦計入於上文單獨披露的各項總金額或該等各類別開支的附註5 (b)內。

– 11 –



6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的所得稅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的稅項指：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港元 港元

即期稅項

年內香港利得稅撥備 1,150,197 780,310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30,051) —

1,120,146 780,310

遞延稅項

暫時差額的產生及撥回 (361,834) 344,664

758,312 1,124,974

附註：

(i) 根據開曼群島規則及法規，本集團毋須繳納任何開曼群島所得稅。

(ii) 於年內，香港利得稅撥備按估計應評稅溢利的16.5%（二零一七年：16.5%）計算。

7 每股（虧損）╱盈利

(a)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按本公司普通權益股東應佔虧損 9,153,876港元（二零一七年：本公司普通

權益股東應佔溢利3,390,571港元）及677,466,000股普通股（二零一七年：675,000,000股普通股），並假

設重組及資本化發行（詳情於附註2披露）已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生效計算。

(b)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

由於本集團兩年均無攤薄潛在普通股，故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8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二零一七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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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港元 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12,580,926 9,059,196

減：呆帳撥備（附註9 (b)） (200,420) (53,798)

12,380,506 9,005,398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757,352 2,498,864

14,137,858 11,504,262

所有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預計將於一年內收回或確認為開支。

(a) 賬齡分析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基於發票日期及扣除呆賬撥備的貿易應收款項（已包括於貿易及其他

應收款項內）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港元 港元

於1個月內 4,713,061 5,112,335

1至2個月 2,477,648 1,628,208

2至3個月 1,706,690 838,664

超過3個月 3,483,107 1,426,191

12,380,506 9,005,398

貿易應收款項通常自發票日期起計30至90天內到期。

(b)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

本集團會於撥備賬確認貿易應收款項的減值虧損，除非本集團相信收回有關賬款的可能性很低，在

此情況下，減值虧損直接與貿易賬款撇銷。

年內呆賬撥備變動（包括個別及共同虧損部分）如下：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港元 港元

於年初 53,798 53,798

減值虧損撥回 (53,798) —

已確認減值虧損 200,420 —

於年末 200,420 53,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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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貿易應收款項 200,420港元（二零一七年： 53,798港元）被個別

釐定為減值。個別減值應收款項與具有財務困難的客戶有關，據管理層評估，預期概無該等應收款

項會予收回（二零一七年：零）。因此，本集團確認特別呆賬撥備 200,420港元（二零一七年： 53,798

港元）。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

(c) 未減值貿易應收款項

並無個別或整體被視為減值的貿易應收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港元 港元

既無逾期亦無減值 6,017,884 6,394,226

逾期少於1個月 1,870,944 979,987

逾期1至3個月 2,245,228 942,043

逾期超過3個月 2,246,450 689,142

6,362,622 2,611,172

12,380,506 9,005,398

既無逾期亦無減值的貿易應收款項與近期無違約記錄的多名客戶有關。

已逾期但未減值的貿易應收款項乃有關多名與本集團擁有良好往績記錄的獨立客戶。根據過往經

驗，管理層相信，毋須就該等結餘作出減值撥備，乃由於信貸質素並無重大變動及該等結餘仍被視

為可悉數收回。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物。

10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港元 港元

貿易應付款項 16,387,137 16,720,894

應計費用 14,602,345 2,647,176

其他應付款項 18,417 117,014

長期服務金撥備 1,699,613 1,391,050

預收客戶款項 3,482,155 1,381,475

36,189,667 22,257,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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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報告期末，貿易應付款項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港元 港元

1個月內 8,088,222 6,317,429

1至2個月 6,403,406 7,065,190

2至3個月 1,823,134 2,867,125

3個月以上 72,375 471,150

16,387,137 16,720,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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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我們相信，本公司股份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上市日期」）在聯交所GEM成功上市

（「上市」）將有助於落實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三日之招股章程（「招股章程」）所載

之本集團業務策略。股份發售所得款項淨額將為本集團提供財務資源以應付及實現我們的

業務策略，從而進一步鞏固本集團市場地位。此外，公開上市地位亦將提升本集團的企業

形象，並有助於加強其品牌知名度和市場聲譽。

業務回顧

本集團主要從事向香港的客戶提供印刷服務。本集團的印刷服務包括柯式印刷、噴墨印刷

及原色數碼印刷。除印刷服務外，本集團亦向客戶提供其他服務，包括生產其他印刷相關

產品，如原子印、塑料名片、印刷環保袋及印刷塑料文件夾。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二零一八財年」），本集團的收益為 142.6百萬港元，
較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二零一七財年」）增加 6.5%。本集團的毛利率較二

零一七財年增加 1.3%至 24.7%。本集團於二零一八財年錄得淨虧損 9.2百萬港元（二零一七

財年：除稅後溢利3.4百萬港元），主要由於二零一八財年確認上市開支12.3百萬港元。不包

括一次性上市開支，本集團經調整除稅後溢利為 3.1百萬港元（二零一七財年： 5.5百萬港

元）。

展望

展望未來，商業印刷業在未來財政年度仍將分散且競爭激烈。預期未來數年，零售渠道公

司所佔市場規模佔香港商業印刷市場的比率將增長。為於強烈的競爭中保持市場份額，管

理層將繼續通過採購印刷機械提升我們的生產能力及擴大我們店舖網絡的地理覆蓋範圍提

升我們的競爭力。

財務回顧

收益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財年的總收益較二零一七財年增加 8.7百萬港元或 6.5 %至 142.6百萬港

元。總收益增加主要得益於柯式印刷及噴墨印刷所得收益的貢獻。柯式印刷及噴墨印刷的

收益分別增加 3.7百萬港元及 4.3百萬港元，乃主要由於柯式印刷的平均每單收益增加及噴

墨印刷總體需求的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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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成本

銷售成本主要包括原材料成本、分包商費用、生產雜費及員工成本。總銷售成本由二零一

七財年的102.5百萬港元增加至二零一八財年的107.4百萬港元，與本集團的業務增長及收益

增長一致。原材料成本及分包商費用合共分別佔二零一八財年及二零一七財年的總銷售成

本的74.2%及72.9%。

毛利及毛利率

於二零一八財年及二零一七財年，本集團的毛利分別為35.2百萬港元及31.4百萬港元。毛利

率由 23.4%增加至 24.7%，該增長主要由於二零一七財年一台柯式印刷機進行全面折舊，令

折舊開支減少1.2百萬港元。

其他收益

於二零一八財年及二零一七財年，本集團其他收益分別為 1.1百萬港元及 1.8百萬港元。該

減少主要由於二零一八財年較二零一七財年缺少佣金收入。

銷售及行政開支

銷售及行政開支主要包括員工成本（包括董事薪酬）、租金及差餉、折舊、修理及維護、電

訊開支、水電開支、銀行收費及其他雜項行政開支。

於二零一八財年，銷售及行政開支為 44.3百萬港元，較二零一七財年的 28.3百萬港元增加

16.0百萬港元。銷售及行政開支增加主要是由於我們於綜合收益表確認之上市開支約12.3百
萬港元及員工成本增加3.0百萬港元。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指融資租賃承擔的融資費用。本集團的融資成本由二零一七財年的 346,613港元輕

微減少至二零一八財年的320,965港元。

本年度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財年錄得本年度及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虧損 9.2百萬港元，而本集團於二

零一七財年錄得溢利 3.4百萬港元。虧損主要是受二零一八財年確認上市開支 12.3百萬港元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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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貨

本集團存貨結餘包括 (i)原材料，如紙、鋅印刷板及墨， (ii)半成品， (iii)成品及 (iv)消耗品，
其主要指柯式印刷機的維修及維護。本集團存貨結餘由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的 3.3百萬

港元增長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的5.5百萬港元。其乃主要由於復活節假期期間，即自

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日至二零一八年四月二日，本集團大部分零售店均沒有營業，而本集

團的生產基地仍在營運，其導致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存置的半成品及成品增

加。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本集團的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由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的 11.5百萬港元增至二零一八年三

月三十一的14.1百萬港元，乃主要由於貿易應收款項增加所致。本集團的貿易應收款項（扣

除呆賬撥備）由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的 9.0百萬港元增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的 12.4
百萬港元。該增長乃主要由於銷售增加及我們的若干信貸客戶花費較長時間結算彼等結欠

本集團之結餘。

應收╱（付）股東╱董事╱關聯方款項

所有應收╱（付）股東╱董事╱關聯方款項已於上市前悉數結清。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本集團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由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的 21.0百萬港元大幅增長至二零一八

年三月三十一日的 68.2百萬港元。該增長乃主要由於自上市籌集的所得款項及本年度自經

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所致。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本集團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由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的 22.3百萬港元增長至二零一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的 36.2百萬港元。該增長乃主要由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應付上市開

支10.2百萬港元。

應付稅項

本集團應付稅項由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的0.9百萬港元增長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的1.9百萬港元。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並未收到來自香港稅務局（「香港稅務局」）就
本集團兩間附屬公司（即印館有限公司及環球印刷集團有限公司）有關於二零一五╱二零一

六評稅年度及二零一六╱二零一七評稅年度的評稅通知。就二零一五╱二零一六評稅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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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二零一六╱二零一七評稅年度的應付利得稅總額佔應付稅項結餘總額的 0.8百萬港元。根

據香港稅務局的評稅過程，二零一五╱二零一六評稅年度及二零一六╱二零一七評稅年度

的應付稅項預期將於下一財政年度結付。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為 48.4百萬港元（二零一七年： 15.8百
萬港元），其中，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 68.2百萬港元（二零一七財年： 21.0百萬港元）。本

集團的流動比率為2.23（二零一七財年：1.59）。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融資租賃承擔總額為 3.5百萬港元（二零一七財年： 3.8
百萬港元）。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比率為 0.06（二零一七財年： 0.13），乃

根據本集團於融資租賃的承擔佔權益總額的比例計算。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融資

租賃承擔1.1百萬港元將於一年內到期，而2.4百萬港元將於一年後到期。

本集團股份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於GEM成功上市。自上市日期以來及直至本報告日

期，本集團的資本架構並無變動。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二零一七財年：無）。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就收購會計軟件的資本承擔為 0.1百萬港元。於二零一

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就購置汽車的已訂約但未撥備的資本承擔為0.7百萬港元。

持有的重大投資

於二零一八財年，本集團並無持有對任何其他公司股權的重大投資。

重大收購

於二零一八財年，本集團並無任何收購或出售聯營公司、合營企業或附屬公司的重大收購

或出售。

外匯風險

由於本集團的業務活動均在香港經營，且主要以港元計值，故董事認為本集團的外匯風險

並不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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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質押

於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賬面值分別為 3.1百萬港元及 2.0百萬港

元的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乃根據融資租賃持有。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所得款項用途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三 月 二 十 八 日 ， 本 公 司 的 股 份 於 GEM 上 市 ， 並 以 每 股 0 . 2 3 港 元 發 行

225,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新股份。於支付交易成本及上市費用後，首次公開發售所

得款項淨額為 24.2百萬港元。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由於上市日期與財政年結日相

距較短，上市所得款項淨額尚未動用。本公司將按載於招股章程「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

途」一節的方式及比例動用所得款項淨額。如招股章程所披露，所得款項淨額將申請用

於 (i)購買一台五色柯式印刷機； (ii)購買一台混合印刷機； (iii)擴大店舖網絡領域；及 (iv)提
升我們的資訊科技系統。目前，本集團將尚未動用的所得款項淨額存於香港的持牌機構。

僱員及薪酬政策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香港聘用 133名（二零一七財年： 135名）全職僱

員。本集團之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僱員薪金、退休福利計劃供款及其他福利金額為

30.0百萬港元（二零一七財年：27.1百萬港元）。

僱員根據其個人的責任及表現獲得報酬，亦考慮現行市場利率以確保競爭力。其他附加福

利如退休福利及酌情花紅提供予所有僱員。

報告期後事項

董事會並不知悉任何須予披露的報告期後事件。

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得悉於管理及內部程序中擁有良好企業管治之重要性，以達致有效問責制。本公司之

企業管治常規乃以企業管治守則及GEM上市規則附錄 15所載企業管治報告（「企業管治守

則」）載列之良好企業管治原則為基礎。

本公司自上市日期直至本公告日期已遵守所有載列於企業管治守則之適用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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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贖回或銷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上市日期起直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均未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

何上市證券。

合規顧問權益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據本公司的合規顧問博思融資有限公司（「合規顧問」）告知，
除本公司與合規顧問於二零一七年六月八日訂立的合規顧問協議外，合規顧問或其董事、

僱員或緊密聯繫人（定義見GEM上市規則）概無擁有與本公司相關而根據GEM上市規則第

6A .32條須知會本公司的任何權益。

充足公眾持股量

基於本公司公開可得資料及就董事所知，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於上市日期及直至本公

告日期期間維持GEM上市規則要求之不低於本公司已發行股份25%之規定公眾持股量。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其條款不遜於G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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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其規管董事證券交

易之守則。經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於期間及直至本公告日期已遵守標

準守則所載之有關買賣標準。

根據標準守則第 5.66條，董事亦要求因任職或受聘於本公司或附屬公司而可能知悉本公司

證券內幕消息的任何本公司僱員或本公司附屬公司董事或僱員不可在標準守則禁止的情況

下買賣本公司證券（猶如其為董事）。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建立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並根據GEM上

市規則第 5.28條及企業管治守則訂明其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現由所有獨立非執行董

事組成，即陳俊傑先生（「陳先生」）、孫咏菁博士及尹志強先生BBS , JP。陳先生為審核委員

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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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業績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彼等認為年

度業績符合適用會計準則、GEM上市規則要求及其他法律規定，且已作出充分披露。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之工作範圍

載於就初步公告中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狀況表、綜

合全面收益表及相關附註之財務數字已經由本集團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認同並作為

截至該年度本集團之草擬綜合財務報表載列之款額。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就此進行之工作

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委聘準則或香港保證委聘

準則之保證委聘，因此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並無對本初步公告提出審核驗證方面之意見。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二日舉行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

通告將於適當時候刊發。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八年八月十七日至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股東登

記，在此期間將不會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釐定有權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

本公司股東身份，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八年八月十六日下午四時

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號
合和中心22樓）以供登記。

刊發年度報告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年度報告，其中載有所有GEM上市規則規定的資料將於

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可於GEM網站www.hkgem.com及本公司網站www.uprintshop.hk
查閱。

承董事會命

環球印館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周文强

香港，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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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周文强先生、許清耐先生、黃文軒先生及梁悅昌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尹志

強先生BBS， JP、陳俊傑先生及孫咏菁博士。

本公告將於刊登日期後起計最少七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網頁www.hkgem.com「最新公司公告」一

頁內刊登及於公司網頁www.uprintshop.hk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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