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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年 3月 31日止三個月之季度業績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 571 章）第 XIVA 部項下內幕消息條文及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09 條而刊發。本公告原以英文編製。本公告的中

英文版本如有差異，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本季度報告乃根據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新加坡交易所」）的有關條例編             

製。本報告所載的財務資料乃根據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但未經核數師審核或審閱。

億仕登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股東及公眾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

行事。  

  

 

                     承董事會命   

                億仕登控股有限公司  

                      鄧志釗先生  

                     聯席公司秘書  

  

 

香港，2018年 5月 14日  

  

  

於本公告日期 ， 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張子鈞先生及孔德揚先生 ； 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林汕鍇先 生 （ 主席 ）、 蘇明慶先生及陳順亮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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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i) 截至 2018 年 3月 31日止財政年度第一季度的综合全面收益表 

 

損益表及全面收益或全面收益表，緊接財政期相應期間的比較。 

 

2018年 2017年

千新元 千新元 +/(-)

收入     76,192      67,662 12.6%

銷售成本    (56,839)     (50,294) 13.0%

毛利     19,353      17,368 

其他經營收入       1,890           708 n.m.

分銷成本      (6,212)       (5,604) 10.8%

行政開支      (6,371)       (7,570) -15.8%

其他經營開支           (79)       (1,287) -93.9%

融資費用         (233)          (246) -5.3%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441           319 38.2%

未計所得税前溢利       8,789        3,688 n.m.

所得税      (1,940)       (1,038) 86.9%

期内溢利       6,849        2,650 n.m.

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其後或可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兑差額

換算海外業務的虧損       1,876       (1,050) n.m.

期内全面收入總額       8,725        1,600 n.m.

下列人士應佔期内溢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5,198        1,721 n.m.

非控股權益       1,651           929 77.7%

      6,849        2,650 n.m.

下列人士應佔期内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6,935           890 n.m.

非控股權益       1,790           710 n.m.

      8,725        1,600 n.m.

n.m.: 無意義

本集團

截至3月31日 % 
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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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ii) 下列項目中凡屬重要者，必須(連同其適當的分項和分析說明)包含在報

告財務期間的收入表和上個財務年度的同期收入表內，或者包含在該收入表

的說明附內: 

 

2018年 2017年

千新元 千新元 +/(-)
未計所得稅前(溢利)/及經扣除

撇銷貿易應收款項 1              2              -50.0%

陳舊存貨撥備 38            267          -85.8%

折舊和攤销 527          571          -7.7%

財務收入 (26)           (46)           -43.5%

外匯虧損淨額 (5)             1,005       n.m.

出售一家附屬公司權益的收益              -   (90)           n.m.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 (151)         -           n.m.

撇銷存貨 2              3              -33.3%

過往年度税項超額撥備 (163)         (6)             n.m.

撇銷貿易應收款項 5              -           n.m.

n.m: 無意義

本集團

截至3月31日 % 
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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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i) 財務狀況表（發行人及集團）連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末之比較 

 

 

 

於3月31日

2018年

於12月31日

2017年

於3月31日

2018年

於12月31日

2017年

千新元 千新元 千新元 千新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7,753            27,326                 -                     -   

投資物業                501                504                 -                     -   

土地使用權              1,347              1,338                 -                     -   

商譽            11,686            11,686                 -                     -   

附屬公司投資                   -                     -            36,653            36,653 

聯營公司權益            18,745            18,352               124                 124 

遞延税項資產                251                316               324                   -   

           60,283            59,522          37,101            36,777 

流動資產
存貨            48,184            50,003                 -                     -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98,729            89,164                 95                 115 

應收附屬公司款項                   -                     -            41,391            42,049 

應收股息                   -                     -              4,918              6,938 

現金及銀行結餘            34,172            38,303            3,682              2,692 

         181,085          177,470          50,086            51,794 

流動負債
銀行借款            12,745            14,302            3,000              3,000 

融资租賃                136                160                 -                     -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64,965            68,694            6,038              6,556 

即期税項負債              2,500              1,437                 -                     -   

           80,346            84,593            9,038              9,556 

流動資產淨值          100,739            92,877          41,048            42,238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款                132                159                 -                     -   

融资租賃                273                  82 

遞延税項負債                   -                  266                 -                     -   

               405                507                 -                     -   

總資產          160,617          151,892          78,149            79,015 

權益

股本            70,981            70,981          70,981            70,981 

認股權證發行              3,384              3,384            3,384              3,384 

儲備            69,248            62,313            3,784              4,65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43,613          136,678          78,149            79,015 

非控股權益            17,004            15,214                 -                     -   

權益總額          160,617          151,892          75,089            79,015 

本集團 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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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ii)  集團借款及債務證券總額連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末之比較: - 

 

於一年內或少於一年或按要求償還的金額: 

 

 

一年後到期應償還的金額: 

 

 

抵押品的詳情: 

 

抵押的貸款涉及到:- 

  

1) 以資產做擔保各自財政下的各個子公司的財務租賃義務租賃安排。 

2) 貸款抵押物為土地使用權、 租賃物業及附屬公司的投資物業。上述的信貸是由本

公司，其他附屬公司以及附屬公司董事提供的企業擔保。 

 

於 2018 年 3月 31日 於 2017年 12月 31日 

有抵押 無抵押 有抵押 無抵押 

千新元 千新元 千新元 千新元 

1,091 11,790 1,180 13,282 

於 2018 年 3月 31日 於 2017年 12月 31日 

有抵押 無抵押 有抵押 無抵押 

千新元 千新元 千新元 千新元 

273 132 82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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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  综合現金流量表（本集團）連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之比較. 

 

2018年 2017年

千新元 千新元

經營活動的現金流量

未計所得税前溢利 8,789       3,688       

就以下各項的調整:

土地使用權攤銷 11            10            

貿易應收款項撇銷 5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507          551          

投資物業折舊 9              10            

陳舊存貨撥備 38            267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1              2              

出售附屬公司權益的收益              -              (9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          (129)              -   

存貨撇銷 2              3              

陳舊存貨撥備撥回 (51)           (31)           

利息開支 233          246          

利息收入 (26)           (46)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441)         (319)         

未變現外匯差額 1,259       (646)         

營運資金變動前的經營現金流量       10,207         3,645 

營運資金變動：

存貨 1,829       (4,79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9,322)      (7,638)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2,106)      399          

經營活動所得/(所用)現金            608       (8,385)

利息開支 (233)         (246)         

利息收入 26            46            

已付所得税 (1,078)      (1,566)      

經營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          (677)     (10,151)

本集團

截至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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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 综合現金流量表（本集團）連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之比較（續） 

 

2018年 2017年

千新元 千新元

投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652)         (33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308              -   

向聯營公司提供貸款          (250)              -   

給予被投資公司資金              -   (379)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594)          (710)

融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向非控股權益派發股息 (1,534)                 (60)

來自聯營公司的還款              -   84            

銀行貸款所得款項              -   5,337       

償還銀行貸款 (1,533)      (7,329)      

信託收據還款淨額 (51)           (902)         

融資租賃所得款項/(還款)凈額 167          (37)           

受限制銀行結餘增加              -           1,041 

公開發售股票所得              -           8,573 

融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2,951)         6,707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淨額       (4,222)       (4,154)

年初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8,053     37,292     

貨幣換算對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的影響 91            63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3,922       33,201 

附加信息

現金及銀行結餘 33,866     31,254     

定期存款 306          2,297       

减:受限制定期存款 (250)                  (35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3,922       33,201 

本集團

截至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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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i) 列示(i)所有權益變動或(ii)因資本化發行及股東分派以外原因所產生權益變動的報表（發行人及集團）連同緊接上一個財

政年度同期的比較 

股本
認股權證

發行 合併儲備 匯兑儲備 其他儲備 保留盈利 總計 非控股權益 總權益

本集團 千新元 千新元 千新元 千新元 千新元 千新元 千新元 千新元 千新元

於2018年1月1日的結餘    70,981              3,384                (436)             (2,071)              4,921            59,899          136,678            15,214         151,892 

期内溢利            -                      -                      -                      -                      -   5,198             5,198             1,651             6,849           

期内其他全面收入            -                      -                      -   1,737                                -                      -   1,737             139                1,876           

期内全面收入總額            -                      -                      -                1,737                    -                5,198              6,935              1,790             8,725 

於2018年3月31日的結餘 70,981   3,384             (436)               (334)               4,921             65,097           143,613         17,004           160,617       

於2017年1月1日的結餘 62,408   3,384             (436)               (1,269)            4,694             52,436           121,217         14,927           136,144       

期内溢利            -                      -                      -                      -                      -   1,721             1,721             929                2,650           

期内其他全面收入            -                      -                      -   (831)                                  -                      -   (831)               (219)               (1,050)          

期内全面收入總額            -                      -                      -   (831)                                  -   1,721             890                710                1,600           

股份募集資金增加：

股份代價      9,373                    -                      -                      -                      -                      -                9,373                    -               9,373 

股票發行費用        (800)                    -                      -                      -                      -                      -                  (800)                    -                (800)

向非控股權益派發股息            -                      -                      -                      -                      -                      -                      -                    (60)                (60)

終止確認附屬公司            -                      -                      -                      -                      -                      -                      -                     28                  28 

於2017年3月31日的結餘 70,981   3,384             (436)               (2,100)            4,694             54,157           130,680         15,605           146,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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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本 

 認股權證

發行  其他儲備  保留盈利  總權益 

本公司 千新元 千新元 千新元 千新元 千新元

於2018年1月1日的結餘 70,981       3,384       (178)       4,828       79,015       

期内其他全面虧損 -            -          -         (866)         (866)          

於2018年3月31日的結餘 70,981       3,384       (178)       3,962       78,149       

於2017年1月1日的結餘 62,408       3,384       (178)       2,893       68,507       

期内其他全面虧損 -            -          -         (1,991)      (1,991)       

股份募集資金增加：

股份代價 9,373        -          -         -           9,373        

股票發行費用 (800)          -          -         -           (800)          

於2017年3月31日的結餘 70,981       3,384       (178)       902          75,089       
 

 

(1)(d)(ii) 自上一個申報期結束後，有關公司的股本因供股、紅股發行、股份回

購、行使購股權或認股權證、轉換其他已發行股本證券、發行股份以換

取現金或作為收購的代價或任何其他用途而產生任何變動的詳情。另請

註明於本申報財政期間結束時及於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結束時因轉

換全部未行使兌換權個財政年度同期結束時因轉換全部未行使兌換權而

可予發行的股份數目。 

 

本公司並沒有股本因供股、紅股發行、股份回購、行使購股權或認股權證、轉換其

他已發行股本證券、發行股份以換取現金或作為收購的代價或任何其他任何改變。 

 

於 2018 年 3 月 31 日的已發行股票數目為 394,684,950。(2017 年 3 月 31 日: 

394,684,950). 於 2018 年 3 月 31 日，庫存股份股數為零（2017 年 3 月 31 日: 

零）。於 2018 年 3 月 31 日，附屬公司的庫存股份股數為零（2017 年 3 月 31 日: 

零）。 

 

於 2018 年 3 月 31 日，已發行的認股權證為 179,972,475 (2017 年 3 月 31 日: 

179,972,475) 可轉換成 179,972,475的普通股。 

 

於 2013 年本公司已發行 179,972,475 的認股權證，發行價為每份 0.02 新元。 每張

認股權證均有權以每股新股份 0.60 新元之行權價格認購本公司一股新普通股，並於

認股權證發行日期之前的五週年後到期，即 2018年 11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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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iii) 列示於本財政期間結束時及於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結束時已發行股份總

數（不包括庫存股份）。 

2018年3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普通股股份总数            394,684,950            354,684,950 

加: 配售股份                           -                40,000,000 

普通股股份总数不包括庫存股份            394,684,950            394,684,950 

本集團及本公司

 
 

本集團股份自 2018 年 1 月 12 日(“上市日期”)起在聯交所主板上市，發行和配發

40百萬股新普通股。  

 

(1)(d)(iv) 列示於本申報財政期間結束時所有銷售、轉讓、出售、註銷及╱或動用

庫存股份的報表。 

在 2018年 3月 31 日和 2017年 12月 31 日並無庫存股份 

 

2. 數字是否已經過審核或審閱，並以核數準則為依，或同類準則。 

數字並未經審核或審閱。 

 

3. 倘若數字已經審核或審閱，則提供核數師報告（包括任何保留意見或重點事

項）。 

不適用。 

 

4. 发行人是否已應用與最近期經審核年度財務報表相同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 

除以下第 5 段所披露者外,集團在編制本期財務報表過程中已比照經審計的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年度財務報表，採用相同的會計政策和估計方法。 

 

5. 倘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有任何變動（包括按會計準則規定作出者），則請註明變

動事項及其原因以及變動的影響。 

集團在已採納新修訂的新加坡財務報告准則，並採用了與之相同的會計政策和估

計方法，並從 2018年 1月開始強制使用，對集團的合並財務報表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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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集團於本申報期間及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經扣除優先股息撥備後每股普通股的

盈利:- 

2018年 2017年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 - 基本基準（扣除括庫存股份） 394,684,950 389,796,061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 - 攤薄基準（扣除庫存股份） 394,684,950 389,796,061

 

每股盈利（按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内溢利）

(i) 按发行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计得的每股收益额                      1.32 0.44

`

(ii) 按全面摊薄计得的每股收益额                      1.32 0.44

(新分) (新分)

截至3月31日

本集團

 
 

7. 按照發行人於(a)本申報期間及(b)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完結時已發行股本計算，

每股普通股的資產淨值（發行人及集團）。 

 

於3月31日 於12月31日 於3月31日 於12月31日

2018年 2017年 2018年 2017年

歸屬於本公司擁有人的淨資產           160,617           151,892             78,149             79,015 

(千新元)

普通總股數 (認股權證淨代價)
    394,684,950     394,684,950     394,684,950     394,684,950 

每股資產淨值
              40.69               38.48               19.80               20.02 

（新分) （新分) （新分) （新分)

本公司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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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集團表現回顧，須涵蓋足以合理瞭解集團業務的資料。回顧須討論任何影響集團

於本申報財政期間的營業額、成本及盈利的主要因素，包括（如適用）季節性或

週期性因素。回顧亦須討論任何影響集團於本申報財政期間的現金流量、營運資

金、資產或負債的重要因。 

 

綜合全面收益表 

 

收益和毛利潤率 

我們的總收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止三個月（“2017 年第一季度”）的 67.7 百

萬新元增加約 8.5 百萬新元或 12.6%，至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止三個月

（“2018年第一季度”）的 76.2百萬新元. 

 

毛利從 2017 年第一季度的約 17.4 百萬新元增加約 2.0 百萬新元或 11.4%，至截

至 2018 年第一季度的 19.4 百萬新元。整體來說，2018 年第一季度和 2017 年第

一季度的毛利率相對穩定。 

  

2018 年第一季度，我們的核心運動控制解決方案繼續保持穩定增長, 這是由于

越來越多的醫療設備製造商需求高科技的精密控制系統, 再加上不斷增長的客戶

基礎以及訂單, 尤其是在中國。 此外, 工業機器人在製造過程中採用先進和自

動化的工藝, 仍然是推動我們在東南亞地區的業務, 包括新加坡和越南的關鍵因

素。 

 

其他營業收入 

其他營業收入增加約 1.2 百萬新元或大于 100%， 至 2018 年第一季度的 1.9 百

萬新元。增加主要是由于以下幾個原因：(i)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約

0.2 百萬新元, (ii)從供應商處得到的傭金約 0.5 百萬新元, (iii) 技術顧問服

務費約 0.5百萬新元。 

 

分銷成本 

分銷成本截至 2017 年第一季度的 5.6 百萬新元增加約 0.5 百萬新元或 9.0%，至

截至 2018 年第一季度的 6.1 百萬新元，主要是由於海外參展費用等商業活動的

增加約 0.8 百萬新元，以及員工福利的增加約 0.2 百萬新元。然而，部分的增長

被減少的約 0.5 百萬新元的辦公室雜費所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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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集團表現回顧，須涵蓋足以合理瞭解集團業務的資料。回顧須討論任何影響集團

於本申報財政期間的營業額、成本及盈利的主要因素，包括（如適用）季節性或

週期性因素。回顧亦須討論任何影響集團於本申報財政期間的現金流量、營運資

金、資產或負債的重要因。（續） 

 

綜合全面收益表（續）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截至 2017 年第一季度的 7.6 百萬新元減少約 1.2 百萬新元或 15.8%，

至截至 2018 年第一季度的 6.4 百萬新元,主要因為 2017 年第一季度產生約 1.1

百萬新元的一次性上市費用的減少。 

 

其他經營開支 

其他經營開支減少約 1.2 百萬新元或 93.9%至截至 2018 年第一季度的 0.1 百萬

新元， 主要是由于新元兌美元的匯率起強，導致 2018 年第一季度匯兌淨虧損減

少。 

 

融資費用 

2018 年第一季度和 2017年第一季度的融資費用仍然相對穩定。 

 

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增加約 0.9 百萬新元或 86.9%至截至 2018 年第一季度的 1.9 百萬新

元。截至 2018 年第一季度的止的實際所得稅稅率為 22.2%（2017 年第一季度：

28.1%）。2017 年第一季度相對過高的實際所得稅稅率為我們上市費用不得用於

抵扣所致。 

 

綜合財務狀況表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我們的物業，廠房及設備增加了 0.4 百萬新元或 1.6%，截至 2018 年一季度止

27.8 百萬新元，主要由於 (i) 2018 年第一季度的資本支出約 0.7 百萬新元， 

(ii) 新元對人民幣匯率的持續走低造成的約 0.2 百萬新元匯率調整收益， 

（iii）被 0.5 百萬新元的折舊費用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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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集團表現回顧，須涵蓋足以合理瞭解集團業務的資料。回顧須討論任何影響集

團於本申報財政期間的營業額、成本及盈利的主要因素，包括（如適用）季節

性或週期性因素。回顧亦須討論任何影響集團於本申報財政期間的現金流量、

營運資金、資產或負債的重要因。（續） 

 

綜合財務狀況表 （續）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我們的聯營公司的投資增加約 0.4 百萬新元或 2.1%至截至 2018 年第一季度止的

18.7 百萬新元，主要原因是聯營公司的利潤份額。 

 

存貨 

我們的存貨減少了約 1.8 百萬新元或 3.6%，至截至 2018 年第一季度止的 48.2

百萬新元，主要取決于我們對長期存貨更加有效的管理和控制。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我們的應收貿易賬款和其他應收款項增加約 9.5 百萬新元或 10.7%，至截至 2018

年第一季度止的 99.0 百萬新元，主要是由于第三方貿易應收賬款的增加約 8.6

百萬新元，加上支付給第三方的約 0.8 百萬新元的預付款。 總體增長和銷售的

增長持平。 

截止 2018 年 4 月 30 日,第一季度的應收貿易帳款已收回 14.6 百萬新元或相等於

期末應收貿易帳款的 21%。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我們的應付貿易款及其他應付帳款減少約 3.7 百萬新元或 5.4%，至截至 2018 年

第一季度止的 65.0 百萬新元，主要是由于約 1.0 百萬新元計提的工資和獎金的

減少,償還聯營公司欠款約 1.2 百萬新元，以及支付給的非控股權益人約 1.5 百

萬新元的的紅利。 

 

銀行借款 

我們的銀行借貸減少約 1.6 百萬新元或 10.9%，至截至 2018 年第一季度止的

12.7 百萬新元，主要原因是償還銀行借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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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集團表現回顧，須涵蓋足以合理瞭解集團業務的資料。回顧須討論任何影響集團

於本申報財政期間的營業額、成本及盈利的主要因素，包括（如適用）季節性或

週期性因素。回顧亦須討論任何影響集團於本申報財政期間的現金流量、營運資

金、資產或負債的重要因。（續） 

 

综合現金流量表 

 

截止於 2018 年 3 月 31 日的財務期間，我們記錄了經營活動支出的約 0.7 百萬新

元的現金流，該筆金額是營運資金變動前所產成的經營現金流量約 10.4 百萬新

元抵消約 9.7 百萬新元的運營資本支出。 

截止於 2018 年 3 月 31 日的財務期間，我們用於投資活動的現金淨額總計約為

0.6 百萬新元，主要原因為添加設備約 0.6 百萬新元和提供約 0.25 百萬新元的貸

款給聯營公司。此現金流的支出被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約 0.3 百萬新

元部分抵消。 

截止於 2018 年 3 月 31 日的財務期間，我司融資活動支出的現金淨額總計約為

3.0 百萬新元，原因如下：（i）支付少數權益人約 1.5 百萬新元的紅利；

（ii）償還約 1.6百萬新元的銀行借貸. 

 

截止 2018年 3 月 31日，集團維持健康的現金及銀行結存為 34.2百萬新元。 

 

9. 如先前已向股東披露預測或前景陳述，請列明預測或前景陳述與實際業績的差別. 

不適用。 

 

10. 於本公佈日期，就集團所從事行業的競爭情況，以及於下一個申報期間及未來 12

個月可能對集團構成影響的任何已知因素或事項所發表的評論 

 

由於醫療設備、半導體、運輸、石油和天然氣和鐵路行業對高科技精密控制系統

日益增長的需求，加之中國客戶群體的不斷擴大和訂單的增長，預期我們的核心

運動控制和其他專業工程解決方案仍將保持積極的發展態勢。在東南亞地區（包

括新加坡和越南），在製造過程的工業機器人採用先進和自動化工藝依舊是推動

我們業務發展關鍵因素。 

 

本集團的所在行業競爭激烈。因此，我們將在關鍵市場加大銷售和行銷力度，從

而繼續建立競爭優勢，擴大我們的市場份額。 

 

未來，我們將繼續通過戰略夥伴關係和其他形式的合作，探索可再生能源領域的

其他增長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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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息 

(a) 是否已宣布派發(建議派發)期中(年終)普通股股息); 及 

(b) (i) 每股派息額; (ii) 上個財務年度同一期間的每股派息額; 

(c) 此股息是否扣稅前、扣稅後或免稅股息。如果是扣稅前或扣稅後股息，應說

明稅率及該股息產生自哪個國家。 (如果股東收到的股息是無需繳稅的，必

須說明無需繳稅) 。 

(i) 期内財政年度 

期内財政年度是否宣告任何股利？無 

 

(ii) 緊接上一個期内的財務政報告 

 前一會計年度同期間是否宣告任何股利？無 

 

(d) 股息支付日 

不適用。 

 

(e) 截止過戶日 

不適用。 

 

12. 若無宣告/建議發放股息，請說明影 

不適用。 

 

13. 根據新交所上市手冊第 920(1)(a)(ii) 條之涉及利益人士交易。 

集團沒有任何現有股東的一般性授權。 

 

14. 根據上市規則第 705（5）條的董事陈述。 

我們，張子鈞先生和孔德揚先生，是億仕登控股有限公司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

在此代表董事會的確認，就其所深知，沒有任何事情需要董事注意，可能使未經

審計的期内財務業績 （包括綜合損益表，資產負債表，現金流量表和權益變動

聲明，與隨附附註）公佈中的構成重大的虛假或誤導。 

 

 

 

 



D 

億仕登控股有限公司 

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止財政年度第一季度之財務報表公佈 

 

  17 of 17 

15. 所得款項用途 

(a) 第二次配售股份所得款項用途 

 

於 2017 年 2 月 27 日公佈後至今，公司的配售股份所得款項用途并没有任何重大

的改變。本公司將作出進一步公佈如第二次配售股份所得剩餘款項的用途有任何

重大的改變。 

 

(b) 發行股份所得款項用途 

 

於 2017 年 2 月 27 日公佈後至今，公司的發行股份所得款項用途并没有任何重大

的改變。本公司將作出進一步公佈如剩餘所得款項淨額有任何重大的改變。 

 

 

16. 確認公司已獲取所有董事與高管人員簽署的承諾書 （據上市守則 702(1)條附件 

7.7 所列的承諾函） 

確認。 

 

承董事會命 

億仕登控股有限公司 

 

 

 

 

鄞鐘毓女士 

聯席公司秘書 

2018年 5月 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