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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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LEAP Holdings Group Limited
前進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499）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收益約為 197.9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130.7百萬港元）。

•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 12.9百萬港元（截至二零
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17.4百萬港元）。

•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約為 0.63港仙（截至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0.87港仙）。

•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成員公司向其當時股東宣派並結算派付股息
25.0百萬港元（二零一四年：無）。董事會並不建議宣派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之任何進一步中期股息。

前進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列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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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個月（「本期間」）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一四
年同期之比較數字。該等資料應與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一日之招股章程（「招股章
程」）一併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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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6 197,867 130,713

銷售成本  (155,689) (104,098)
   

毛利  42,178 26,615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6 795 1,904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24,506) (5,494)
   

經營溢利  18,467 23,025

融資成本 7 (578) (699)
   

除所得稅前溢利 8 17,889 22,326

所得稅開支 9 (4,941) (3,640)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12,948 18,686
   

應佔期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2,948 17,409

非控股權益  – 1,277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12,948 18,686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港仙） 10 0.63 0.87
   

股息之詳情披露於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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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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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 46,113 49,982
   

流動資產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3 104,831 86,990
 應收客戶合約工程總額  11,910 6,431
 應收董事款項 14 – 9,988
 現金及銀行結餘  75,817 22,543
   

  192,558 125,952
   

資產總值  238,671 175,934
   

權益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5 22,880 1
 儲備  127,304 86,176
   

權益總額  150,184 86,177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借貸 16 8,398 8,235
 遞延稅項負債  5,290 5,263
   

  13,688 13,498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7 38,673 36,655
 應付客戶合約工程總額  11,784 10,371
 借貸 16 12,839 17,455
 即期所得稅負債  11,503 11,778
   

  74,799 76,259
   

負債總額  88,487 89,757
   

權益及負債總額  238,671 175,934
   

淨流動資產  117,759 49,693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63,872 99,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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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非控股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合併儲備 保留盈利 小計 權益 總權益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a） （附註 b）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的結餘 1 – – – 44,178 44,179 2,727 46,906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 – – – 17,409 17,409 1,277 18,686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的結餘 1 – – – 61,587 61,588 4,004 65,592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的結餘 1 – – – 86,176 86,177 – 86,177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 – – – 12,948 12,948 – 12,948

股息 – – – – (25,000) (25,000) – (25,000)

與擁有人的交易：
重組 (1) – – 1 – – – –

根據資本化發行發行股份 20,020 (20,020) – – – – – –

根據股份發售發行股份 2,860 68,640 – – – 71,500 – 71,500

股份發行成本 – (3,363) – – – (3,363) – (3,363)

視作出資 – – 7,922 – – 7,922 – 7,922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的結餘 22,880 45,257 7,922 1 74,124 150,184 – 150,184
        

附註：

a. 資本儲備指視作本公司股東弘翠集團有限公司（「弘翠」）出資，有關報銷其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的
上市開支。

b. 合併儲備指本公司為交換其附屬公司因重組產生的股本之面值而發行股份的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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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得凈現金 4,464 15,629
  

投資活動所用凈現金 (2,659) (6,818)
  

融資活動所得╱（所用）凈現金 53,198 (4,11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凈增加 55,003 4,699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8,156 680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即現金及銀行結餘及銀行透支 73,159 5,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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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及公司重組

(a) 一般資料

本公司為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lifton House，75 Fort Street，PO 

Box 1350，Grand Cayman，KY1-1108, Cayman Islands。本公司於香港的主要營業地址為香港九龍新蒲崗
雙喜街 9號匯達商業中心 27樓 2701-02室。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本集團主要從事提供地基工程及配套服務及建築廢物處理。

本公司的股份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二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b) 公司重組

為籌備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本公司進行公司重組（「重組」）。

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五月十五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透過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八月
二十一日有關本公司股份之股份發售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附錄四「法定及一般資料」內「公司重組」一段
詳述的重組，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三日成為本集團旗下現時公司的控股公司。

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
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16的適
用披露規定予以編製。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應與招股章程附錄一中會計師報告（「會計師報告」）所載截至二零
一三年、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的合併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3. 重大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編製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使用重大會計政策與會計師報告
中所描述者一致，惟於當前期間的財務報表中首次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發佈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修訂及詮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簡明綜合中
期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尚未採納任何已發行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正評估採納有關新訂及經修
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業績及財務狀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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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以港元呈列（「港元」），港元亦為本集團功能及呈列貨幣。

4. 財務風險管理

本集團財務風險管理的目標及政策的所有方面與會計師報告中所披露者一致。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業務或經濟狀況並無發生影響本集團金融資產及負債公平值的重大變動。

金融資產並無重新分類。

5. 重大會計估計及判斷

於編製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時，管理層已作出影響會計政策應用以及資產及負債、收入及開支呈報金額
的判斷、估計及假設。實際結果可能有別於該等估計。

於編製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時，所應用重大會計估計及判斷與會計師報告中所描述者一致。

6. 收益及分部資料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確認的收益及其他收入及淨收益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地基工程及配套服務 164,733 96,781

租金收入 584 886

建築廢物處理 32,550 33,046
  

 197,867 130,713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利息收入 46 45

出售廠房及設備收益╱（虧損） 130 (82)

政府補助 280 1,878

其他 339 63
  

 795 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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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資料

管理層已根據本公司董事、主要經營決策者）已審閱作策略決定所用的報告書，以釐定經營分部。董事從產
品╱服務角度考慮業務。該等分部的主要業務如下：

地基工程及配套服務：提供地盤平整工程、挖掘及側向承托工程、打樁施工、樁帽或樁基施工、鋼筋混凝土結
構工程、配套服務（主要包括圍板及拆遷工程 ）以及機器租賃。

建築廢物處理：提供管理及經營拆建物料的公眾填料接收設施、包括公眾填料庫及臨時建築廢物分類設施。

分部收益的計量方式與中期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的計量方式一致。

董事根據對分部業績的計量評估經營分部的表現。未分配收入、未分配公司開支、融資成本、所得稅開支及其
他獨立且屬非經常性質的主要項目不計入分部業績。

分部資產主要包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內披露的流動資產及非流動資產，惟未分配現金及銀行結餘、應收
董事款項及其他未分配資產除外。

分部負債主要包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內披露的流動負債及非流動負債，惟即期所得稅負債、遞延稅項負
債、借貸及其他未分配負債除外。

 地基工程及 建築
 配套服務 廢物處理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未經審核）

收益
外部收益 165,317 32,550 197,867
   

分部業績 39,593 2,585 42,178
  

未分配收入   795

未分配公司開支   (24,506)

融資成本   (578)
   

除所得稅前溢利   17,889

所得稅開支   (4,941)
   

期內溢利   12,948
   

計入分部業績的項目：
折舊 6,165 1,880 8,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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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基工程及  建築
 配套服務 廢物處理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分部資產 135,294 22,081 157,375

未分配資產   81,296
   

總資產   238,671
   

分部負債 42,343 2,608 44,951

未分配負債   5,506

借貸   21,237

即期所得稅負債   11,503

遞延稅項負債   5,290
   

總負債   88,487
   

 地基工程及 建築
 配套服務 廢物處理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未經審核）

收益
外部收益 97,667 33,046 130,713
   

分部業績 24,983 1,632 26,615
  

未分配收入   1,904

未分配公司開支   (5,494)

融資成本   (699)
   

除所得稅前溢利   22,326

所得稅開支   (3,640)
   

期內溢利   18,686
   

計入分部業績的項目：
折舊 4,647 1,163 5,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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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基工程及 建築
 配套服務 廢物處理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分部資產 122,746 17,217 139,963

未分配資產   35,971
   

總資產   175,934
   

分部負債 40,018 1,579 41,597

未分配負債   5,429

借貸   25,690

即期所得稅負債   11,778

遞延稅項負債   5,263
   

總負債   89,757
   

於釐定本集團的地區分部時，分部的應佔收益及業績乃按客戶所在地釐定，而分部應佔資產則按資產所在地釐
定。本集團的主要業務及市場均位於香港，故並無進一步提供地區分部資料。

7. 融資成本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融資租賃利息 432 464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銀行透支及
 銀行借貸利息 132 218

毋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銀行借貸利息 14 17
  

 578 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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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除所得稅前溢利

除所得稅前溢利乃扣除以下各項之後達致：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自有資產折舊 5,076 4,260

租賃資產折舊 3,185 2,119

物業經營租賃租金 629 520

上市開支（計入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12,021 –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及津貼 44,718 27,722

　－退休計劃供款 1,931 1,187
  

9. 所得稅開支

於兩個期間內，香港利得稅均按產生自或源於香港的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 16.5%計提撥備。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香港利得稅
 即期所得稅 4,914 2,852

 遞延所得稅 27 788
  

所得稅開支 4,941 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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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每股盈利

就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而言，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以下計算：

(i)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各自期間的溢利；

(ii) 股份加權平均數 2,002,000,000股（包括已發行 10,000股股份及根據資本化發行發行的 2,001,990,000股股
份），猶如該等2,002,000,000股股份於整個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內一直發行在外，及截至二零
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根據股份發售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 286,000,000股；及

(iii) 股份加權平均數 2,002,000,000股（包括已發行 10,000股股份及根據資本化發行發行的 2,001,990,000股股
份），猶如該等 2,002,000,000股股份於整個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一直發行在外。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12,948 17,409

為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2,047,322 2,002,000

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0.63 0.87
  

每股攤薄盈利等於每股基本盈利，乃由於於各自期間並無已發行具有攤薄影響的潛在普通股。

11. 股息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向其當時股東宣派及支付中期股息 25,000,000港元。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息 25,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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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物業、廠房及設備

 物業、廠房及設備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賬面淨值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的期初金額 49,982

 添置 4,789

 出售 (397)

 折舊 (8,261)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的期末金額 46,113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賬面淨值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的期初金額 34,115

 添置 14,643

 出售 (620)

 折舊 (6,379)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的期末金額 41,759
 

13.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賬款 62,711 52,376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5,026 6,481

應收保留金 37,094 28,133
  

 104,831 86,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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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當對手方不能於合約到期時支付款項，貿易應收賬款被視為逾期。授予客戶的信貸期一般為 30至 75日。貿
易應收賬款以港元計值。

(b) 根據收益確認日期的貿易應收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 至 30 日 23,776 25,783

31 至 60 日 21,909 18,415

61 至 90 日 11,598 4,705

超過 90 日 5,428 3,473
  

 62,711 52,376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貿易應收賬款分別約44,609,000港元及34,582,000港
元尚未逾期，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分別約18,102,000港元及17,794,000港
元已逾期但未減值。此等款項與多名並無近期拖欠記錄的獨立客戶的貿易應收賬款有關，因此並無計提撥
備。

除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分別約為17,550,000港元及12,093,000港元的應收保
留金預期將於一年後收回外，所有餘下應收保留金預期將於一年內收回。

(c)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內其他類別並不包含已減值資產。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抵押品作為擔保。

14. 應收董事款項

 期內最高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五年
董事姓名 未償還結餘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陳永忠先生 9,239 – 5,776

葉應洲先生 5,612 – 4,212
   

  – 9,988
   

款項為無抵押、不計息及無固定還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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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股本

  普通股數目 面值
 附註  千港元

每股面值 0.01港元的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一五年五月十五日（註冊成立日期） b 38,000,000 380

法定股本增加 c 9,962,000,000 99,620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10,000,000,000 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五年五月十五日（註冊成立日期） b 1 –

重組時已發行股份 d 9,999 –

根據資本化發行發行股份 e 2,001,990,000 20,020

根據股份發售發行股份 f 286,000,000 2,860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2,288,000,000 22,880
   

附註：

(a)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的股本結餘指於重組前組成本集團的附屬公司的繳足股本的總和。

(b) 於註冊成立後，本公司法定股本為 380,000港元，分為 38,000,000股每股面值 0.01港元的普通股。於二零
一五年五月十五日，一股未繳股款股份獲配發及發行予認購人，隨後於同日轉讓予弘翠。

(c) 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二日，當時唯一股東議決藉增設額外 9,962,000,000股股份將本公司的法定股本由
380,000港元增至 100,000,000港元，該等股份與當時已發行股份在所有方面享有同等地位。

(d) 根據重組及作為本公司向弘翠收購悅港國際有限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的代價，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三
日，(i)弘翠當時所持有的 1股未繳股款股份入賬列為繳足，及 (ii)9,999股全部入賬列為繳足的股份已配發及
發行予弘翠。

(e) 根據唯一股東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二日通過的決議案，本公司透過將本公司股份溢價賬的進賬額20,019,900

港元資本化的方式發行及配發合共 2,001,990,000股入賬列作繳足的本公司普通股予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一
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當時唯一股東。

(f)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一日，286,000,000股每股面值 0.01港元的普通股透過股份發售的方式按每股 0.25港元
的價格發行予公眾以換取合共 71,500,000港元的現金。發行價超出股份面值的部分，扣除股份發行成本約
3,363,000港元後計入本公司股份溢價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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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借貸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
融資租賃負債（附註 b） 8,398 8,235
  

流動
銀行透支（附註 a） 2,658 4,387

銀行借貸（附註 a） 1,006 3,109

融資租賃負債（附註 b） 9,175 9,959
  

 12,839 17,455
  

借貸總額 21,237 25,690
  

附註：

(a) 銀行透支及銀行借貸

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詮釋第 5號財務報表之呈報－借貸人對包含可隨時要求償還條款之定期貸款
之分類，銀行透支及銀行借貸分類為流動負債。根據還款時間表，銀行透支及銀行借貸還款期如下：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銀行透支（按要求） 2,658 4,387

一年內 271 626

一至兩年 278 641

二至五年 457 1,743

多於五年 – 99
  

 3,664 7,496
  



17

銀行透支及銀行借貸的賬面值以下列貨幣計值：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元 2,658 6,358

美元 1,006 1,138
  

 3,664 7,496
  

(b) 融資租賃負債

租賃負債為有擔保，在違約情況下租賃資產的權利恢復至出租人。

於若干融資租賃的租賃期末，本集團可選擇以被視為議價收購選擇權的價格購買租賃資產。

若干機器及設備在融資租賃以銷售及回租安排進行。由於相關機器及設備的公平值賬面值並無重大分別，
故概無就交易確認出售收益或虧損。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融資租賃負債總額－最低租賃付款額
一年內 9,677 10,560

一至兩年 4,815 5,524

二至五年 3,884 3,000
  

 18,376 19,084

融資租賃的未來財務費用 (803) (890)
  

融資租賃負債現值 17,573 18,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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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租賃負債現值如下：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9,175 9,959

一至兩年 4,599 5,314

二至五年 3,799 2,921
  

 17,573 18,194
  

融資租賃分別由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賬面淨值總和約14,384,000港元
及 13,349,000港元的機器及設備、賬面淨值總和約 7,325,000港元及 9,948,000港元的汽車作抵押。

所有融資租賃負債的賬面值均以港元計值。

(c) 借貸的年利率如下：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銀行透支 6.50% 6.00%至 6.50%

銀行借貸 2.50% 2.20%至 2.50%

融資租賃負債 2.86%至 7.96% 2.88%至 7.96%
  

(d)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未提取銀行信貸金額分別約為 4,842,000港元及
3,113,000 港元。

(e) 銀行信貸的抵押╱擔保如下：

(i)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若干董事及附屬公司董事作出的個人擔保；

(ii)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董事所持有的若干物業；

(iii)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分別質押人壽保險約 2,498,000 港元及 2,481,000 

港元；

(iv)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安達地基提供的公司擔保；

(v)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根據特別信貸保證計劃的擔保；及

(vi)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提供的公司擔保。



19

17.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賬款 31,642 32,979

應計及其他應付款項 7,031 3,676
  

 38,673 36,655
  

附註：

供應商授予的付款條款一般乃自相關購買的發票日期起計 15 至 80 日內。

根據發票日期的貿易應付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 至 30 日 22,116 24,214

31 至 60 日 426 5,894

61 至 90 日 1,729 1,017

多於 90 日 7,371 1,854
  

 31,642 32,979
  

所有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均以港元計值。

18. 承擔

(a) 資本承擔

於各報告期末尚未撥備的未償還資本承擔如下：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訂約但尚未撥備：
 物業、廠房及設備 1,594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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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經營租賃承擔－本集團作為承租人

於各報告期末，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賃未來應付的最低租賃付款總額如下：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1,592 1,873

二至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1,161 1,930
  

 2,753 3,803
  

本集團為經營租賃下辦公場所及設備的承租人。該等租賃通常初步租期為一至三年，可選擇續簽租約，屆
時將重新磋商所有條款。

19. 關連方交易

關連方為該等有能力控制、聯合控制或在作出財務或經營決策時能對其他方行使重大影響力的人士。倘受限於
共同控制或聯合控制，亦被視為關連方。關連方可為個人或其他實體。

(a) 除於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14及16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報告期並無與關連方的重大關連方交易。

(b) 主要管理人員報酬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薪金及津貼 1,727 1,158

退休計劃供款 38 25
  

 1,765 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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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或然負債

本集團涉及在其日常業務過程中不時產生的若干索償、訟案、調查及法律訴訟。儘管本集團無法預期任何該等
法律訴訟單獨或共同將會對其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造成重大不利影響的後果，訴訟本身無法預測。因此，本集
團可能蒙受對其於特定期間的經營業績或現金流造成不利影響的判決或訂立索償和解。

待決訴訟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有針對本集團的數宗正在進行的僱員補償索償及人身傷害索償。由於索償由相關保
險公司律師處理，故董事認為本集團於訴訟中承擔的金額將由相關保單承保，並無必要就待決訴訟作出或然負
債撥備。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公司股份（「股份」）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二日（「上市日期」）在聯交所成功上市，其間按每股股份
0.25港元之發售價發售 286,000,000股新股份供認購及發售 286,000,000股股份供出售。

本集團的主要收益來源來自香港地基工程及配套服務及建築廢物處理服務。

期內，本集團的業務實現令人滿意的增長。本集團期內的收益約為 197.9百萬港元，較二零一四
年同期約 130.7百萬港元增加 51.4%。本集團期內毛利約為 42.2百萬港元，較二零一四年同期的約
26.6百萬港元增加約58.6%。本集團期內溢利約為12.9百萬港元，較二零一四年同期的18.7百萬港
元減少約31.0%。有關減少乃主要由於期內產生的一次性上市開支約12.0百萬港元。若無上述上市
開支，本集團會錄得期內溢利約 24.9百萬港元，較二零一四年同期增加約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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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分析

地基工程及配套服務

本集團的地基工程主要包括地盤平整工程、挖掘及側向承托（「挖掘及側向承托」）工程、打樁施
工、樁帽或樁基施工及鋼筋混凝土結構工程以及配套服務主要包括圍板及拆遷工程及租賃機械。

期內，來自此分部的收益約為165.3百萬港元，較二零一四年同期增加約67.6百萬港元。有關增加
主要由於在馬鞍山、紅磡及沙田開始新獲授的項目，本集團亦有所進展。期內，該等項目大幅貢
獻本集團於此分部的收益增加及錄得收益約 72.4百萬港元。

期內，此分部的毛利約為39.6百萬元，較二零一四年同期的約25.0百萬港元增加約58.4%。有關增
加主要由於與下文「財務回顧」一段所述收益增加一致。

建築廢物處理服務

本集團的建築廢物處理服務主要包括管理和營運公眾填料接收設施，例如拆建物料的公眾填料庫
及臨時建築廢物篩選分類設施。

期內，來自此分部的收益約為32.6百萬港元，較二零一四年同期的33.0百萬港元下跌約0.4百萬港
元。

期內，此分部的毛利約為2.6百萬港元，較二零一四年同期的1.6百萬港元增加約62.5%。有關增加
主要由於直接成本減少所致。

新獲授的項目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獲授 8份新合約，總合約價值約為 156.2百萬港
元。新項目的詳情如下：

項目類型 地盤位置 工程類別

地基及配套工程 元朗區 地盤平整、挖掘及側向承托及樁帽工程
地基及配套工程 灣仔區 圍板及拆遷工程
地基及配套工程 南區 打樁工程
地基及配套工程 九龍城區 地盤平整工程
地基及配套工程 南區 與土地勘測相關工程
地基及配套工程 東區 圍板、地基及挖掘及側向承托工程
地基及配套工程 沙田區 圍板、地基及挖掘及側向承托工程
地基及配套工程 觀塘區 挖掘及側向承托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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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項目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16個在建項目，總合約價值約610.4百萬港元。在建項目的詳
情如下：

項目類型 地盤位置 工程類別

地基及配套工程 元朗區 地盤平整、挖掘及側向承托工程及
   樁帽工程
地基及配套工程 灣仔區 圍板及拆卸工程
地基及配套工程 南區 打樁工程
地基及配套工程 九龍城區 地盤平整工程
地基及配套工程 東區 圍板、地基及挖掘及側向承托工程
地基及配套工程 沙田區 圍板、地基及挖掘及側向承托工程
地基及配套工程 觀塘區 裝頂工程
地基及配套工程 葵青區 鋼筋混凝土結構工程
地基及配套工程 油尖旺區 板樁工程
地基及配套工程 沙田區 地盤平整與挖掘及側向承托工程
地基及配套工程 南區 地基、挖掘及側向承托樁帽工程
地基及配套工程 東區 地盤平整、地基工程
地基及配套工程 油尖旺區 挖掘及側向承托以及打樁工程
地基及配套工程 油尖旺區 挖掘及側向承托以及打樁與結構工程
地基及配套工程 油尖旺區 土方工程
建築廢物處理 將軍澳第 137區 臨時建築廢物篩選分類設施運營
  及屯門第 38區

已完工項目

期內，本集團已完成 6個項目。已完工項目的詳情如下：

項目類型 地盤位置 工程類別

地基及配套工程 南區 土地勘探相關工程
地基及配套工程 大埔區 轉移及處置現有填料
地基及配套工程 沙田區 地盤平整工程
地基及配套工程 東區 地基、挖掘及側向承托以及樁帽工程
地基及配套工程 葵青區 地盤平整、挖掘及側向承托工程
地基及配套工程 灣仔區 地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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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本集團期內錄得收益約197.9百萬港元，較二零一四年同期約130.7百萬港元增加約51.4%。有關增
加主要由於期內在馬鞍山、紅磡及沙田開始新獲授的項目，本集團亦有所進展。

本集團期內毛利約為42.2百萬港元，較二零一四年同期約26.6百萬港元增加約58.6%。有關增加與
上文所述收益增加一致。

本集團期內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約為 24.5百萬港元，較二零一四年同期約 5.5百萬港元增加約
345.5%。有關增加主要由於期內產生一次性上市開支、員工成本及捐款增加所致。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本集團主要透過股東出資、銀行借貸、經營活動之現金流入以及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二日就
上市收取之所得款項為流動資金及資本需要提供資金。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 75.8百萬港元（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
日：約 22.5百萬港元）。有關增加主要由於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二日上市所得款項淨額及期內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入淨額所致。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的計息貸款約為 21.2百萬港元
（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約 25.7百萬港元）。

資產負債比率乃按計息貸款總額除以總權益計算得出。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的資產負
債比率約為14.1%（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約29.8%）。由於本公司上市後權益增加，本集團的
資產負債比率有所減少。

抵押資產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賬面淨值合共分別約 14.4百萬港元
及 13.3百萬港元的機器及設備以及賬面淨值合共分別約 7.3百萬港元及 9.9百萬港元的汽車已根據
融資租賃予以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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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本集團主要於香港經營及大多數經營交易（例如收益、開支、貨幣資產及負債）以港元計值。因
此，董事認為，本集團的外匯風險屬非重大及我們應於出現風險時有足夠資源以滿足外匯要求。
因此，董事於期內並無使用任何衍生工具對沖其面臨的外匯風險。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 281名員工（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222名員工）。期內員
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達約 46.6百萬港元（二零一四年：約 28.9百萬港元）。本集團僱員薪金及福
利水平具有競爭性及個人表現透過本集團薪金及紅利制度予以獎勵。本集團為僱員提供充足職業
培訓以使彼等具備實用知識及技能。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本承擔約為 1.6百萬港元（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約 0.2

百萬港元）。

或然負債

本集團涉及在其日常業務過程中不時產生的若干索償、訟案、調查及法律訴訟。儘管本集團無法
預期任何該等法律訴訟單獨或共同將會對其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造成重大不利影響的後果，訴訟
本身無法預測。因此，本集團可能蒙受對其於特定期間的經營業績或現金流造成不利影響的判決
或訂立索償和解。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有針對本集團的數宗正在進行的僱員補償索償及人身傷害索償。由於
索償由相關保險公司律師處理，故董事認為本集團於訴訟中承擔的金額將由相關保單承保，無須
就待決訴訟作出或然負債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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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預期香港經濟繼續適度增長及香港政府致力於增加住宅開發土地供應，力求緩和住房需求。於公
營部門，於五月，土地局頒發一份有關香港國際機場第三條跑道建築物的拆遷工程的政府通告及
發展局近期亦討論鏈接元朗及大嶼山北部的第 11號線的需求。因此，預期公營及私營部門的建築
行業將繼續活躍。因此，本集團力圖發展其與不同客戶的關係，探索未來機會。

本集團將繼續將其核心業務集中於香港地基工程及配套服務及及建築廢物處理服務。為實現其核
心業務的持續增長，本集團將透過其聲譽、專業技能及經驗豐富的管理層增強其於市場的公認地
位。

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

經扣減包銷費用及佣金及開支後，本公司就上市而收取的股份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約為 60.2百萬港
元。該等所得款項擬根據招股章程「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一段所載的建議用途動用。該等用
途為以下購入機器及設備、加強人力及勞動力、償還未償還銀行借貸以減少我們的融資成本及提
供一般營運資金：

  自上市日期起直
  至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計劃所得 所得款項
 款項用途 實際用途
 千港元 千港元

償還未償還銀行借貸 8,000 4,593

購入機器及設備 36,500 2,019

加強人力及勞動力 10,200 345

一般營運資金 5,500 -
  

總計 60,200 6,957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並不知悉所得款項的計劃用途有任何重大變動。於本公告日期，任何未即時
動用的所得款項淨額已存入香港認可金融機構或持牌銀行作為短期活期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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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自上市日期二零一五年九月二日直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其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決議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任何中期股息。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致力於維持高標準的企業管治以保障其股東的利益及提升企業價值及問責性。本公司已自
上市日期起採納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作為其本身的企業管治守
則。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 2.1條，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職能應予以
區分，不應由一人兼任。根據本公司目前的組織架構，葉應洲先生為我們的本公司主席兼行政總
裁。葉應洲先生具有豐富的行業經驗，董事會相信由一人兼任主席兼行政總裁的職位為本公司提
供強大一貫的領導，使我們做出有效及有效率的業務決策及策略的規劃及實施，且有益於本集團
的業務前景及管理。儘管葉應洲先生兼任主席兼行政總裁，惟主席與行政總裁間的職責仍有清晰
劃分。兩個職位由葉應洲先生清晰執行。本公司認為，在本公司的長遠目標中，一旦物色到適當
人選，該兩個職位將由不同人士擔任。除上文所述者外，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於上市日期至本公
告日期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載列之守則條文。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 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於回
應本公司的具體查詢時，全體董事均確認彼等自上市日期起直至本公告日期止一直遵從標準守則
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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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之規定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其職權範圍與上市規則附錄 14內
所載企業管治守則條文一致。審核委員會的職責為其他董事、外聘核數師及管理層之間的主要溝
通途徑，如有關財務及其他申報，內部控制和審計等職責；為協助董事會履行其責任而提供有關
財務申報之獨立意見，令彼等信納本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及審計工作之效率。審核委員會包括
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張國仁先生（主席）、馮志東先生及何昊洺先生。

審閱中期業績

本集團於本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審核委員會認為編製相
關業績符合使用會計準則及規定以及上市規則且已作出適當披露。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向全體員工對本集團付出之竭誠努力及寶貴貢獻致以衷心謝意，並感謝所有股
東及投資者以及客戶之支持。

承董事會命
前進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葉應洲先生

香港，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葉應洲先生（主席）、陳永忠先生、董亞蓓女士及陳獎勤
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張國仁先生、馮志東先生及何昊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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