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閣下於閱讀以下有關本集團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之討論及分析時，應一併閱讀本招

股章程附錄一所載本集團於往績記錄期間之綜合財務資料（包括有關附註）。本集團之綜合

財務資料已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以下討論包含涉及風險及不明朗因素之事項之前瞻

性陳述。基於各種因素（包括本招股章程「風險因素」及其他章節所載者），本集團之實際業

績可能與該等前瞻性陳述所討論者存在重大差異。

概覽

本集團主要在新加坡從事電力工程服務，是承辦新加坡公營住宅項目電力工程具規模

的電力公司之一。我們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財政年度的收益分別約為32.5百萬

新加坡元、15.6百萬新加坡元及18.7百萬新加坡元，而我們的年度溢利及年度總全面收入則

分別約5.6百萬新加坡元、3.7百萬新加坡元及6.5百萬新加坡元。

編製基準

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九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並根據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

九日完成的重組成為Strike Singapore控股公司。有關詳情載於本招股章程「歷史及發展」一

節。

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已採用合併會計原則編製，且本集團業務之實質經濟因素概無變

動。因此，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已按猶如重組於往績記錄期間開始時已完成並於整個往績記

錄期間保持不變而編製。

集團內公司間結餘及交易於編製綜合賬目時全數抵銷。

影響我們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的因素

本集團之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經已及將會繼續受到多項因素（包括下文所載者）影響：

建屋發展局項目多寡及我們的訂單

我們按項目基準為新加坡建築業提供電力工程服務。項目的年期通常介乎24至48個

月。因此，我們的收益不屬經常性，收益多寡視乎項目數目以及各項目的合同價值而定。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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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本集團依重建屋發展局項目的數目，因為會影響公營住宅項目主要承辦商可獲取的建

築工作數量。由於我們的客戶主要為該等主要承辦商，他們會將電力工程分包予我們，故此

建屋發展局項目的數量影響我們的訂單。

項目的年期及已完成之百分比

我們的項目主要為公營住宅的新建築項目，所得收益佔我們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

日止三個財政年度總收益分別約95.9%、92.5%及88.8%。我們的收益按已完成之百分比確

認入賬，並每月按進度收賬。因此，我們的收益不僅視乎項目數目、合同價值而定，亦取決

於已完成之百分比。有關收益確認的進一步資料，請參閱本招股章程附錄一所載會計師報告

附註3。由於我們的建築合同一般介乎24至48個月，我們於任何期間所得合同數目及各份合

同的進度會影響我們的經營業績，而不同期間確認的收益會有波動。

項目定價及更改工程指令

本集團通過私下獲邀報價或公開競標獲得其項目。就各項目機會而言，我們均會編製

報價單，過程中會評核我們的產能及資源、估計毛利率、潛在客戶的關係及聲譽以及當其時

的競爭與市場狀況。各項目毛利率將影響我們的財務表現，而各項目的毛利率會因不同因素

而各異，包括但不限於項目規模、繁複程度及規格、我們的產能、於合同商討階段的競爭狀

況。我們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財政年度之整體毛利率分別約22.9%、32.4%及

44.4%。

項目執行過程中，我們的客戶亦可能要求我們更改工程範圍，或進行原合同訂明條款

及範圍以外的額外工作。我們會就各更改工程指令估計成本，並就額外工程產生的成本費用

與客戶商討。倘若工程範圍縮減，亦可能會減少我們的收益及毛利率。更改工程指令可能影

響我們的毛利率，因為額外的採購或分包服務之價格需與供應商及分包商商討，而我們未必

能就更改工程指令維持與原合同相同水平的毛利率，因為物料成本或分包費或會上升。

員工成本

往績記錄期間，員工成本佔我們經營開支最大的部分。員工成本與僱員薪金、法例規定

中央公積金供款及聘用外籍工人有關。我們的項目依賴進行電力工程的勞工，故此薪金成本

為我們財務表現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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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成本的波動

我們估計的項目成本主要包括向供應商採購的款額以及分包費。我們向供應商採購物

料，如電線、電箱及裝燈配件，而此等物料的採購價取決於相關商品的價格，如銅及聚氯乙

烯。我們亦可能就項目委聘分包商。我們將項目的若干部份外判予具有相關特設系統專長及

資源的分包商，例如敷設地下管道系統及有線電視系統。

編製報價時，我們會按供應商及分包商的報價以及其估算本身需承擔的成本估算勞工

及供應品的內部成本和預算。隨後，評估所有相關成本（其中包括供應商及分包商的指示定

價），計算向項目主要承辦商發報的合同價值。由於提呈報價日期與成功獲取合同（以及確定

承諾合同價值）之間有若干時差，故此獲供應商及分包商確實的價格可能有差別。我們與供

應商並無訂立任何長期合同，但通常於合同簽署日期後六(6)個月內發出採購訂單，惟視乎

項目時間表而定。我們向供應商支付的價格於發出採購訂單時釐定，故此承擔隨後物料價格

波動的風險有限。然而，物料價格佔我們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兩個財政年度銷售成

本相當大的比重，故此其價格波動將影響我們的財務表現。對分包商而言，我們通常與客戶

訂立合同後六(6)個月內與分包商訂約。我們與客戶訂立的合同訂明不得上調供應品或勞工

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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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闡述往績記錄期間假設物料成本波動對我們除稅後溢利的影響之敏感度分析。物

料成本的波幅假設為10%、20%及40%，波幅與往績記錄期間主要物料過往價格波幅相符，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財政年度，物料成本波動佔我們銷售成本分別約47.8%、

42.0%及10.2%。

假設波幅 +/-10% +/-20% +/-40%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物料成本增╱減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 +/-1,197,728 +/-2,395,455 +/-4,790,911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 +/-443,525 +/-887,050 +/-1,774,100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 +/-105,677 +/-211,355 +/-422,709

除稅前溢利增╱減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 -/+1,197,728 -/+2,395,455 -/+4,790,911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 -/+443,525 -/+887,050 -/+1,774,100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 -/+105,677 -/+211,355 -/+422,709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財政年度，我們的毛利分別約7.5百萬新加坡元、5.1

百萬新加坡元及8.3百萬新加坡元。就說明目的，倘若物料成本於相關期間分別增加約

62.2%、113.9%及783.9%，我們會錄得毛利收支平衡。

規管新加坡建築業的法律法規之變動

我們的業務受建設局、能源市場管理局、人力部及資信局的有關法規及授權規管。規管

我們業務的法律法規如有變動，或影響我們的盈利能力及財務表現，如外籍工人的徵費如有

變動，將影響我們的成本。新加坡機電工程業務的規管框架摘要載於本招股章程「監管概覽」

一節。

主要會計政策及估算

收益及成本確認

收益以及與項目相關的成本利用完成百分比會計處理法確認入賬，過程中參照各報告

期末項目的完成階段。完成階段是參照截至當日已完工的實際價值，並以實質完成佔項目合

同總收益之比例為基礎。倘項目結果能可靠估算時，會確認收益及成本，其中項目(i)總收益

能可靠計算；(ii)與項目有關的經濟利益可能會流入本集團；(iii)項目完成涉及成本及完成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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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能可靠計算；及(iv)項目相關成本能清楚辨識及可靠計算，使實際項目成本可與之前的估

算作比較。倘項目結果無法可靠估算（主要於項目初始階段），收益只會在已產生項目成本可

能收回的情況下確認入賬，而有關成本會於產生期內確認為期內開支。

項目成本包括直接與特定項目有關的成本以及歸屬整體項目且可分配至合同的成本。

直接與項目有關的成本包括但不限於物料成本、分包費及地盤勞工成本（包括地盤監工）、直

接與項目有關用於項目的設備之折舊。

應收客戶在建合約工程總額

於結算日進行中項目按已產生成本淨額另加已確認溢利再減已確認虧損及按進度付款

記錄入賬，並於資產負債表內呈列為「應收客戶在建合約工程總額」（如屬資產）或「應付客戶

在建合約工程總額」（如屬負債）（如適用）。客戶未付的按進度付款計入「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項」。

分佔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公司業績

於一間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公司的投資以權益會計法入賬。本公司確認其分佔共同控

制實體及聯營公司的收購後損益，倘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公司確認的其他全面收入有任何

變動，本集團會將其分佔其他全面收入之變動確認入賬。收購後變動會對投資賬面值作出調

整。

有關本集團財務資料之主要會計政策的詳情，請參閱本招股章程附錄一會計師報告附

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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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業績

下表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各年綜合全面收入表摘要，

摘錄自本招股章程附錄一會計師報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收益 32,522,617 15,609,071 18,660,508

銷售成本 (25,069,464) (10,556,584) (10,376,929)

毛利 7,453,153 5,052,487 8,283,579

其他經營收入 20,344 47,116 45,513

開支：

— 行政 (832,477) (878,315) (1,273,041)

— 其他經營 (97,248) (98,862) (87,832)

— 融資 (132) (82) (620)

分佔一間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126,733 130,590 579,104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 27,726 195,920

除稅前溢利 6,670,373 4,280,660 7,742,623

所得稅開支 (1,083,953) (611,092) (1,201,053)

年度溢利及年度總全面收入 5,586,420 3,669,568 6,541,570

綜合全面收入表主要項目

下表載列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各年的收益、其他經營收

入及分佔共同控制實體和聯營公司業績：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收益 32,522,617 15,609,071 18,660,508

其他經營收入 20,344 47,116 45,513

分佔一間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126,733 130,590 579,104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 27,726 195,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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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

我們的收益主要包括於新加坡提供電力工程服務確認的合同收益，截至二零一三年六

月三十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分別約32.5百萬新加坡元、15.6百萬新加坡元及18.7百萬新加坡

元。我們按項目完成階段確認收益。下表載列按性質劃分的收益明細：

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合同收益(1) 32,509,489 15,571,169 18,628,674

貨品銷售(2) 13,128 37,902 31,834

總計 32,522,617 15,609,071 18,660,508

附註：

(1) 合同收益指就項目確認之收益。

(2) 貨品銷售指其他供應品的銷售。

下表載列於財政年度按項目已完成百分比劃分的收益明細：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項目數目

收益（概約百

萬新加坡元） 項目數目

收益（概約百

萬新加坡元） 項目數目

收益（概約百

萬新加坡元）

按財政年度已完成項目百分比計算

— 介乎20%至90% 11 32.1 4 12.3 5 16.5

— 項目開始（少於20%） — — 6 2.3 3 0.8

— 項目結束（少於10%） 8 0.4 10 1.0 13 1.4

19 32.5 20 15.6 21 18.7

銷售成本

銷售成本包括利用完成百分比會計處理法確認的項目成本，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

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分別約為25.1百萬新加坡元、10.6百萬新加坡元及10.4百萬新加坡元。銷

售成本直接與提供項目下相關服務有關。與我們收益確認政策無異，我們按項目的預算銷售

成本以及項目完成階段確認銷售成本。我們會定期檢討就項目產生的實際銷售成本，並與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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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銷售成本作比較，釐定差異（如有）。我們的實際銷售成本或有別於預算，因為執行項目期

間及缺陷責任期間，已耗用╱產生的實際物料及工時或隨項目進度而改變。我們會按照上述

檢討結果，修訂就各項目已確認的銷售成本，方法為上調或下調項目的銷售成本。基於我們

業務性質使然，通常於項目基本上完成且大部分成本落實及╱或釐定，以及缺陷責任期末斷

定缺陷責任期內產生的最終成本時方才作出上述修訂。下表載列於所示期間按性質及佔總

成本百分比劃分銷售成本的明細：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新加坡元

佔銷售成本

概約百分比 新加坡元

佔銷售成本

概約百分比 新加坡元

佔銷售成本

概約百分比

物料 11,977,277 47.8 4,435,250 42.0 1,056,773 10.2

分包費 7,181,046 28.6 3,456,821 32.8 8,495,805 81.9

員工成本 5,183,446 20.7 2,216,343 21.0 731,343 7.0

其他 727,695 2.9 448,170 4.2 93,008 0.9

總計 25,069,464 100.0 10,556,584 100.0 10,376,929 100.0

物料包括採購我們電力工程項目所用的電線、電箱及裝燈配件。分包費是就安裝特設

系統或我們電力工程項目其中部分委聘分包商的費用。員工成本是有關直接於地盤工作的

員工之成本，如項目工程師、監工及外籍工人。其他包括地盤間接成本，如設立臨時地盤辦

公室的地盤雜費、工地安全培訓費用、制服及安全靴、顧問費、運輸費及其他雜費。

我們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產生的分包費比重較往績記錄期間之其

他期間為高，主要由於分包商為三個分包項目採購的物料費用計入分包費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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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財政年度按已完成項目百分比劃分的銷售成本明細：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項目數目

銷售成本

（概約百萬

新加坡元） 項目數目

銷售成本

（概約百萬

新加坡元） 項目數目

銷售成本

（概約百萬

新加坡元）

按財政年度已完成項目百分比計算

— 介乎20%至90% 11 25.1 4 9.1 5 15.3

— 項目開始（少於20%） — — 6 2.1 3 0.7

— 項目結束（少於10%） 8 (1.0) 10 (1.6) 13 (5.8)

並非分配至項目的其他直接銷售成本(1) — 1.0 — 1.0 — 0.2

25.1 10.6 10.4

附註：

(1) 其他直接成本包括重組過渡期內我們的最終控股公司Victrad收取的外籍工人有關開支及管理費用，

而Victrad於重組之後成為Strike Singapore的直接最終控股公司。

毛利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財政年度，我們的毛利分別約為7.5百萬新加坡元、

5.1百萬新加坡元及8.3百萬新加坡元。本集團並無分部報告，而所有毛利源自提供電力工程

服務，而毛利率按項目而有所不同。

其他經營收入

其他經營收入主要包括出售廠房及設備的收益、利息收入及雜項收入。出售廠房及設

備與二手汽車有關。利息收入為存放於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已收利息。雜項收入為政府補貼。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其他收入分別為20,344新加坡元、47,116新加

坡元及45,513新加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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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所示期間其他經營收入的明細：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出售廠房及設備收益 — 25,933 —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20,344 20,599 26,598

雜項收入 — 584 18,915

總計 20,344 47,116 45,513

行政開支

下表載列所示期間行政開支的明細：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管理費 516,004 549,104 190,106

僱員福利 222,672 272,451 519,511

上市開支 — — 404,052

其他 93,801 56,760 159,372

總計 832,477 878,315 1,273,041

行政開支主要包括本集團支付的管理費、僱員福利（以薪金、花紅及中央公積金供款為

主）及上市相關開支。其他主要包括水電費、審計費用及印刷和文具。其他費用上升乃主要

因本公司為籌備上市委任新核數師，導致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內確認的

審計費用上升所致。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財政年度，行政開支分別約為0.8百

萬新加坡元、0.9百萬新加坡元及1.3百萬新加坡元；其中管理費分別約為0.5百萬新加坡元、

0.5百萬新加坡元及0.2百萬新加坡元。Victrad向本集團收取的管理費主要為岑有孝先生以

及兩名高級管理人員的的薪金，該等薪金於重組過度期內計入Victrad，而Victrad於重組後

成為Strike Singapore的控股公司。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岑有孝先生轉投效力Strike Singapore

後，涉及Strike Singapore業務的所有餘下員工已於二零一三年四月完成轉投效力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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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福利包括薪金、花紅及中央公積金供款，金額分別約為0.2百萬新加坡元、0.3百萬新加

坡元及0.5百萬新加坡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較高的僱員福利乃由於

Victrad員工的轉投（包括岑有孝先生於二零一二年七月轉投Strike Singapore）所致。截至二

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財政年度，行政開支佔我們總收益分別為2.6%、5.6%及6.8%。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我們產生並於損益賬內確認0.4百萬新加坡元

的上市相關開支。本公司就上市承擔的估計總開支約為2.6百萬新加坡元（相當於約15.9百萬

港元），其中約0.8百萬新加坡元（相當於約4.8百萬港元）直接有關於向公眾人士發行新股

份，並於上市後從權益內扣減。估計開支約1.8百萬新加坡元（相當於約11.1百萬港元）包括

往績記錄期間已確認約0.4百萬新加坡元（相當於約2.5百萬港元）的款額以及預期於截至二零

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於本集團損益賬扣除的1.4百萬新加坡元（相當於約8.6百萬港

元）。上市完成後，本集團估計上市相關開支會按本公司產生╱將產生實際開支金額作出調

整。

其他經營開支

下表載列所示期間其他經營開支的明細：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折舊 45,779 47,115 40,800

汽車維修 14,807 15,593 14,216

招待費 25,355 30,236 25,723

其他 11,307 5,918 7,093

總計 97,248 98,862 87,832

其他經營開支主要包括廠房及設備折舊、汽車維修及招待費。其他主要包括維修及保

養、辦公室影印機租賃及電訊收費。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各年，其他

經營開支均約為0.1百萬新加坡元，其中折舊分別為45,779新加坡元、47,115新加坡元及

40,800新加坡元。折舊為汽車、電腦及辦公室設備折舊，往績記錄期間的金額相對穩定。截

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其他經營開支佔總收益分別約0.3%、0.6%及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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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開支

融資開支主要包括銀行費用，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財政年度金額分別為

132新加坡元、82新加坡元及620新加坡元。

分佔一間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分佔一間共同控制實體業績指分佔YL的溢利。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財政

年度，我們分佔業績的金額分別為126,733新加坡元、130,590新加坡元及579,104新加坡

元。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指分佔兩家聯營公司NEK及SRM的溢利。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

日止三個財政年度，我們分佔業績的金額分別為零新加坡元、27,726新加坡元及195,920新

加坡元。

所得稅開支

由於我們的業務以新加坡為基地，本集團須按新加坡稅法支付企業所得稅。截至二零

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財政年度，本集團的所得稅開支分別約為1.1百萬新加坡元、0.6百

萬新加坡元及1.2百萬新加坡元。

往績記錄期間，新加坡的法定企業稅率為17.0%，而我們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財政年度的相關實際稅率分別約16.3%、14.3%及15.5%。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財政年度，我們的實際稅率低於法定稅率乃由於有關期間錄得毋須課稅收入、部分稅

務豁免及稅收減免及過往年度作出超額的所得稅撥備。據本招股章程「監管概覽 — 稅務 —

企業稅」一節所載，一間公司正常的應課稅入息最高首10,000新加坡元的75%，及最高其後

290,000新加坡元的50%免徵企業稅。因此，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財政年度，

我們享有部分稅項豁免。我們根據新加坡政府推行的「生產力與創新信貸」計劃為改善我們

生產力所作出的辦公室設備開支亦享有稅收減免。我們按估計應付稅項設立稅項撥備。倘最

終稅額與初時確認的金額有差別，該差額將於作出該釐定之期間導致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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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期間經營業績比較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與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比較

收益

我們的收益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約15.6百萬新加坡元增加約3.1百

萬新加坡元或19.5%至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約18.7百萬新加坡元。增加主

要原因為：

(a) 與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完成進度佔重大比重的4個項目中所確認

約12.3百萬新加坡元的收益比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完成進

度佔重大比重的5個項目（即於該財政年度內已完成之項目百分比介乎20%–90%）

確認錄得約16.5百萬新加坡元的較高收益；

(b) 與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已完成或接近完成的10個項目約1.0百萬

新加坡元的收益比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已完成或接近完成

的13個項目錄得約1.4百萬新加坡元的較高收益；

該等收益由下列(c)項所抵銷

(c) 與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的6個項目（完成百分比少於20%）所確認

約2.3百萬新加坡元的收益比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完成進度

比重較低的3個項目（即於該財政年度內完成之項目百分比少於20%）確認錄得約

0.8百萬新加坡元的較低收益。

銷售成本

雖然我們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的收益較高，然而我們的銷售成本

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約10.6百萬新加坡元減少約0.2百萬新加坡元或約

1.7%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約10.4百萬新加坡元。銷售成本較低主要歸因

於：

(a) 與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完成進度佔重大比重的4個項目中所確認

約9.1百萬新加坡元的銷售成本比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完成

進度佔重大比重的5個項目（即於該財政年度內已完成項目百分比介乎20%–90%）

確認錄得約15.3百萬新加坡元的較高銷售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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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銷售成本由下列各項所抵銷

(b) 與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確認約1.0百萬新加坡元的一般銷售成本

比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確認錄得約0.2百萬新加坡元的較低

一般銷售成本（並不分配至不同項目）。

(c)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13個項目金額錄得約5.8百萬新加坡元較大

幅的銷售成本下調，與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10個項目金額約1.6

百萬新加坡元比較，錄得減少約4.2百萬新加坡元的銷售成本。該等下調乃由於(i)

節省物料成本；及(ii)項目管理效率較佳所致，從而該等項目所用物料及工時亦較

少。

(d) 與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的6個項目（完成百分比少於20%）所確認

約2.1百萬新加坡元的銷售成本比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完成

進度比重較低的3個項目（即於該財政年度內完成之項目百分比少於20%）確認錄得

約0.7百萬新加坡元的較低銷售成本。

毛利及毛利率

我們的毛利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約5.1百萬新加坡元增加約3.2百萬

新加坡元或64.0%至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約8.3百萬新加坡元。我們的毛

利率於該期間由約32.4%增加至44.4%。

毛利及毛利率增加乃歸因於較高收益及較低銷售成本，並從以下我們的項目分析中詳

述。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項目數目

毛利（概約）

（百萬新加坡元）

毛利率貢獻

(%) 項目數目

毛利（概約）

（百萬新加坡元）

毛利率貢獻

(%) 項目數目

毛利（概約）

（百萬新加坡元）

毛利率貢獻

(%)

按財政年度已完成項目

百分比計算

— 介乎20%至90% 11 7.1 21.8 4 3.2 20.7 5 1.2 6.3

— 項目開始（少於20%） — — — 6 0.2 1.2 3 0.1 0.4

— 項目結束（少於10%） 8 1.4 4.4 10 2.7 16.9 13 7.2 38.5

並非分配至項目的

毛利╱（毛損） — (1.0) 不適用 — (1.0) 不適用 — (0.2) 不適用

7.5 5.1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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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及毛利率增加主要由於：

(i) 臨近完成的項目，特別是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的13個項目錄得

毛利7.2百萬新加坡元，主要因銷售成本下調所致，其下調乃由於節省物料成本及

項目管理有所成效，從而使項目的所用物料及工時有所減少。本集團能夠節省所

用的物料成本，舉例而言，物料成本乃按主要承包商所作的方案作出預算，因此

於執行項目時，傳遞電線及電纜之實際距離可能較預算為短，從而所用物料較

少。於項目管理成效方面，本集團能根據項目進度有效地運用人材，例如，倘某一

項目進度較原先所計劃快，而另一項目較原定慢，本集團則安排工人先進行項目

較快的工作，而非讓工人留守進度比原定較慢的項目。因此，工人之工時全部得

以有效地運用而非閒置於工作場所。相反地，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

年度，10個臨近完成的項目錄得2.7百萬新加坡元的較低毛利。毛利於兩個財政年

度之間有所差別乃由於項目的時期有所不同，更多成本下調幅度較高的項目皆於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的財政年度錄得。

(ii) 並無分配至項目的銷售成本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1.0百萬新加

坡元減少0.8百萬新加坡元至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的0.2百萬新加

坡元。銷售成本較低乃由於與外籍工人有關的開支較低以及Victrad收取的管理費

用所致。該等開支於Victrad成為Strike Singapore直接最終控股公司及進行重組

之過渡期末時有所減少。銷售成本較低導致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

度的毛利較高；及

(iii) 上述對毛利及毛利率之影響由完成進度20%-90%的項目所抵銷。特別是，截至二

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5個項目錄得1.2百萬新加坡元毛利，而截至二零

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4個項目錄得3.2百萬新加坡元毛利。截至二零一二

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4個項目錄得20.7%的毛利率貢獻，因此與截至二零一三

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5個項目錄得6.3%的毛利率貢獻比較，毛利率有所增加。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項目的毛利率較低乃由於全部5個項目的毛

利率皆低於20%，而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4個項目當中，有3個

項目的毛利率高於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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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經營收入

我們的其他經營收入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47,116新加坡元減少

1,603新加坡元或3.4%至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45,513新加坡元，該減少主

要由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並無出售廠房及設備收益所致，部分由有關

特別就業信貸及中小企補助而作出之政府補助金的雜項收入18,915新加坡元所抵銷。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約0.9百萬新加坡元增加0.4百萬新加

坡元或44.9%至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約1.3百萬新加坡元。該增加主要由

於我們的上市開支約0.4百萬新加坡元僅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產生，而

僱員福利增加0.2百萬新加坡元、專業費用增加約0.1百萬新加坡元由我們的管理費用減少約

0.4百萬新加坡元所抵銷。

其他營運開支

其他營運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98,862新加坡元減少11,030新

加坡元或約11.2%至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87,832新加坡元。此與往績記錄

期間大致相同。

應佔一間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我們應佔一間共同控制實體業績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約0.1百萬新

加坡元增加約0.4百萬新加坡元或343.5%至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約0.6百

萬新加坡元。該應佔業績增加主要來自YL因已落實及履行的項目有所增加而所帶來的貢獻

所致。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我們應佔聯營公司業績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約0.03百萬新加坡元

增加約0.2百萬新加坡元或606.6%至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約0.2百萬新加

坡元。該應佔業績增加主要由於NEK已完成大部分來自我們所承包及來自獨立第三方落實

之合約項目所致。

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約0.6百萬新加坡元增加約0.6百萬

新加坡元或96.5%至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約1.2百萬新加坡元。我們的實

際稅率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約為14.3%，而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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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財政年度約15.5%。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實際稅率輕微上升乃由於不可

扣回的上市費用所致，部份由扣除稅項後確認的較高應佔一間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公司業

績及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之過往年度的超額撥備調整所抵銷。

年內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我們的年內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約3.7百萬新

加坡元增加約2.9百萬新加坡元或78.3%至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約6.5百萬

新加坡元。該增加主要歸因於毛利增加約3.2百萬新加坡元，以及應佔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

公司業績增加約0.6百萬新加坡元所致（如上文所述）。

淨利潤率

我們的淨利潤率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約23.5%增加至截至二零一

三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約35.1%，該增加主要由於年內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增加約

78.3%，於該期間的毛利率由32.4%增至44.4%，以及應佔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公司業績合

共增加約389.5%所致。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與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比較

收益

我們的收益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約32.5百萬新加坡元減少約16.9百

萬新加坡元或52.0%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約15.6百萬新加坡元。減少主

要由於：

(a) 與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完成進度佔重大比重的11個項目所確認

約32.1百萬新加坡元的收益比較，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完成進

度佔重大比重的4個項目（即於該財政年度內已完成之項目介乎20%–90%）確認錄

得約12.3百萬新加坡元的較低收益；

該等收益由下列各項所抵銷

(b)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完成百分比率少於20%的6個項目中確認約

2.3百萬新加坡元的較高收益，而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並無該類

別啟動項目動工產生之收益；及

– 174 –

財 務 資 料



(c) 與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已完成或接近完成的8個項目約0.4百萬

新加坡元的收益比較，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已完成或接近完成

的10個項目錄得約1.0百萬新加坡元的較高收益。

銷售成本

我們的銷售成本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約25.1百萬新加坡元減少約

14.5百萬新加坡元或57.9%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約10.6百萬新加坡元。

銷售成本下降百分比較收益下降百分比略高，原因如下：

(a) 與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完成進度佔重大比重的11個項目中所確

認25.1百萬新加坡元的銷售成本比較，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完

成進度佔重大比重的4個項目（即於該財政年度內已完成之項目介乎20%–90%）確

認錄得約9.1百萬新加坡元的較低銷售成本；及

(b) 與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8個項目金額約1.0百萬新加坡元比較，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10個項目金額錄得約1.6百萬新加坡元較大

幅的銷售成本下調，其銷售成本較低。該等下調乃由於(i)節省物料成本；及(ii)項

目管理效率較佳所致，從而該等項目所用物料及工時亦較少；

該等銷售成本由下列(c)項所抵銷

(c)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完成百分比較低的6個項目（即於該財政年

度完成百分比少於20%的項目）所確認約2.1百萬新加坡元的較高銷售成本，而截

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並無該類別啟動項目動工產生之銷售成本。

毛利及毛利率

我們的毛利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約7.5百萬新加坡元減少約2.4百萬

新加坡元或32.2%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約5.1百萬新加坡元。我們的毛

利率於該期間由約22.9%增加至32.4%。

毛利減少及毛利率增加乃由於收益較低及銷售成本較低所致，但與收益相比的銷售成

本減少比例則較高，並透過下文的項目分析闡述：

(i) 就完成進度達20%至90%的項目而言，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的4

個項目錄得毛利3.2百萬新加坡元，毛利率貢獻20.7%，而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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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止財政年度的11個項目則錄得毛利7.1百萬新加坡元，毛利率貢獻21.8%，此

顯示出毛利減少，但毛利率並無受到重大影響；及

由下列各項所抵銷：

(ii)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完成進度百分比少於20%的6個項目確認毛

利約0.2百萬新加坡元，而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並無該項目動工

產生之成本；

(iii) 就臨近完成的項目而言，特別是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的10個項

目錄得毛利2.7百萬新加坡元，主要因銷售成本下調所致。該等下調乃由於節省物

料成本及項目管理效率較佳所致，從而該等項目所用物料及工時亦較少。相反

地，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臨近完成的8個項目錄得1.4百萬新加

坡元較低的毛利。兩個財政年度期間有所差別乃由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止財政年度的項目錄得之成本下調幅度較高所致，致使期內我們的毛利率明顯增

加。

其他營運收入

其他經營收入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20,344新加坡元增加26,772新

加坡元或131.6%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47,116新加坡元，該增加主要由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出售廠房及設備收益25,933新加坡元所致（與上一

個財政年度零元比較）。

行政開支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的行政開支相若，行

政開支主要部分為Victrad所收取的管理費用，該管理費用主要與岑有孝先生及我們其中兩

名高級管理層的薪金有關，該等薪金於我們向Strike Singapore重組Victrad電力工程業務之

過渡期時於Victrad作出記錄。

其他營運開支

其他營運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97,248新加坡元增加1,614新加

坡元或約1.7%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98,862新加坡元。此於截至二零一

一年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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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佔一間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應佔一間共同控制實體業績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126,733新加坡元

增加3,857新加坡元或約3.0%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130,590新加坡元。

該應佔業績增加主要來自YL因其客戶基礎擴展而落實更多項目所帶來的貢獻所致。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我們應佔聯營公司業績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零元增加27,726新加

坡元或100%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27,726新加坡元。該應佔業績增加主

要由於SRM及NEK於二零一一年成立後所落實的項目所致。

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約1.1百萬新加坡元減少約0.5百萬

新加坡元或43.6%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約0.6百萬新加坡元。我們的實

際稅率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約為16.3%，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止財政年度約為14.3%，此乃由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就上一年度超額撥

備調整60,605新加坡元所致。倘此超額撥備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作出調

整，實際稅率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將分別為15.3%及

15.7%，並可予比較。

年度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我們的年度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約5.6百萬新

加坡元減少約1.9百萬新加坡元或34.3%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約3.7百萬

新加坡元。該減少主要歸因於毛利減少約2.4百萬新加坡元（如上文所述）。

淨利潤率

我們的淨利潤率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約17.2%增加至截至二零一

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約23.5%，該增加主要由於該期間的毛利率由約22.9%增至約

32.4%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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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資金來源

我們的業務營運視乎是否有足夠營運資金及有效項目成本管理。我們業務的資金來源

主要來自我們內部產生的資金。我們的現金主要用作支付予供應商、分包商及作營運資金需

要。上市後，我們的資金來源將結合內部產生的資金以及股份發售所得款項淨額。下表為所

示期間我們之綜合現金流量表之簡明概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經營活動所產生現金流量淨額 9,327,877 4,039,726 1,972,034

投資活動（所用）╱所產生現金流量淨額 (275,273) (67,367) 77,691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2,265,000) (5,436,000) (8,154,00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6,787,604 (1,463,641) (6,104,275)

年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029,687 14,817,291 13,353,650

年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4,817,291 13,353,650 7,249,375

經營活動

經營活動所產生╱所用現金淨額主要包括除稅前溢利，並就廠房及設備折舊、應佔一

間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公司業績以及出售廠房及設備收益等非現金項目作出調整。我們業

務的現金流入主要來自項目收益。我們業務的現金流出主要用作支付予供應商、分包商及作

營運資金需要。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經營活動所產生現金淨額約為2.0百萬新加坡

元。經營活動所產生現金淨額主要由於除稅前溢利約7.7百萬新加坡元就以下各項進行負面

調整所致：(i)應佔一間共同控制實體業績約0.6百萬新加坡元；(ii)應佔聯營公司業績約0.2百

萬新加坡元；及(iii)利息收入26,598新加坡元，並由廠房及設備減值作出之正面調整40,800

新加坡元抵銷所致。該等調整屬非現金項目，該等調整不會影響本集團的現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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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資金變動前的經營現金流量與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之間的差額約5.0百萬

新加坡元主要由於下列各項之綜合影響所致：(i)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減少約1.8百萬新加坡

元，該減少主要因解除未動用之應計項目成本，致使應計項目成本減少2.2百萬新加坡元所

致； (ii)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增加約1.1百萬新加坡元，該增加主要由於獨立第三方應收貿易

款項增加，與收益增加同步所致；(iii)應收客戶在建合約工程款項增加約1.4百萬新加坡元，

與收益增加同步；及(iv)預付款項增加約0.1百萬新加坡元，及支付利得稅0.7百萬新加坡

元。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我們經營活動所產生現金淨額約4.0百萬新加

坡元。經營活動現金淨額主要由於除稅前溢利約4.3百萬新加坡元就以下各項進行負面調整

所致：(i)應佔一間共同控制實體業績約0.1百萬新加坡元；(ii)應佔聯營公司業績27,726新加

坡元；(iii)出售廠房及設備收益25,933新加坡元；及(iv)利息收入20,599新加坡元，並由廠房

及設備減值作出之正面調整47,115新加坡元抵銷所致。該等調整屬非現金項目，該等調整不

會影響本集團的現金流量。

營運資金變動前的經營現金流量與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之間的差額約0.1百萬

新加坡元主要由於下列各項之綜合影響所致：(i)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減少約5.0百萬新加坡

元，該減少乃因解除未動用之應計項目成本，致使應計項目成本減少2.7百萬新加坡元所

致；(ii)應收客戶在建合約工程款項減少約4.9百萬新加坡元，與收益減少同步；(iii)貿易及

其他應收款項減少1.1百萬新加坡元，與收益減少同步；及(iv)支付利得稅1.0百萬新加坡

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經營活動所產生現金淨額約為9.3百萬新加坡

元。經營活動所產生現金淨額主要由於除稅前溢利約6.7百萬新加坡元就以下各項進行負面

調整所致：(i)應佔一間共同控制實體業績約0.1百萬新加坡元；及(ii)利息收入20,344新加坡

元，並由廠房及設備減值作出之正面調整45,779新加坡元抵銷所致。該等調整屬非現金項

目，該等調整不會影響本集團的現金流量。

營運資金變動前的經營現金流量與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之間的差額約2.8百萬

新加坡元主要由於下列各項之綜合影響所致：(i)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增加約6.0百萬新加坡

元，該增加乃因應計項目成本增加4.9百萬新加坡元所致，與收益增加同步；(ii)應收客戶在

建合約工程款項增加約3.1百萬新加坡元，與收益增加同步；(iii)由於應收款項周轉日45天較

短，致使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少約0.2百萬新加坡元；及(iv)支付利得稅0.4百萬新加坡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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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活動

我們投資活動所產生的現金流入主要來自出售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及一間共同控制實

體的股息分派。我們投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流出主要為購買廠房及設備、於一間共同控制實體

及聯營公司之投資。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我們投資活動所產生的現金淨額為77,691新

加坡元，該款項來自一間共同控制實體的股息分派125,000新加坡元，並由購買廠房及設備

22,309新加坡元及於共同控制實體投資25,000新加坡元所抵銷。由於YL繳足資本增加，因

此YL作出此25,000新加坡元投資，作為額外按比例注資之款項。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我們投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為67,367新加

坡元，該款項來自購買廠房及設備55,543新加坡元，於聯營公司投資50,000新加坡元，並由

出售廠房及設備所收款項38,176新加坡元所抵銷。由於SRM繳足資本增加，因此SRM作出

此50,000新加坡元投資，作為額外按比例注資之款項。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我們投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為275,273新加

坡元，該款項來自我們於YL的首次注資100,000新加坡元，於SRM及NEK的首次注資

150,000新加坡元及購買廠房及設備25,273新加坡元。

融資活動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流出主要來自支付股息。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我們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約8.2百萬新加坡

元，該款項來自Strike Singapore向Victrad支付的股息。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我們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約5.4百萬新加坡

元，該款項來自所支付的股息（如上文所述）。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我們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約2.3百萬新加坡

元，該款項來自所支付的股息（如上文所述）。

債務

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即就本招股章程債務報表而言之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及於

往績記錄期間，本集團並無未償還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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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我們概無任何融資租賃或未償還之按揭抵押、押記、債券

或其他貸款資本（已發行或同意將予發行）、銀行透支、貸款、承兌負債或其他類似債務。我

們董事確認，自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一日起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債務概無任何重大

變動。

董事確認，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在履行承擔方面概無面臨任何困難，且概無銀行透支

或銀行貸款，亦無任何重大契諾，從而對本集團承擔額外債務或股本融資之能力造成不利影

響。

資本開支

於往績記錄期間，本集團之資本開支主要包括電腦、汽車、辦公室設備及地盤設備。截

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財政年度我們產生的資本開支分別為25,273新加坡元、

55,543新加坡元及22,309新加坡元。

合約承擔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及最後實

際可行日期，本集團於經營租賃承擔可予償還的責任如下：

於

最後實際

可行日期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一年內 — — — 114,000

一年後但於五年內 — — — 114,000

— — — 228,000

上述經營租賃承擔與我們來自Victrad的物業租賃有關。物業租賃之租約年期為兩年。

該等租約概無包括或然租金。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的物業只有經營租賃承擔。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及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亦無

任何融資租賃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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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產及負債

下表載列我們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二零一三年六月三

十日及二零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之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節選資料：

於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月三十一日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流動資產

應收客戶在建合約工程總額 10,357,491 5,499,240 6,855,403 7,238,992

存貨 69,870 63,442 57,694(1) 61,008

預付款項 — 23,393 131,699 934,99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2,730,641 2,201,290 2,822,189 3,682,410

現金及其他短期按金(2) 14,817,291 13,353,650 7,249,375 7,095,961

流動負債

應付利得稅 (1,083,472) (671,697) (1,190,632) (1,167,874)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21,539,629) (16,489,936) (14,717,534) (15,128,646)

流動資產淨額 5,352,192 3,979,382 1,208,194 2,716,849

非流動資產

於一間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226,733 357,323 836,427 949,752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50,000 227,726 423,646 528,385

廠房及設備 152,772 148,957 130,466 116,73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284,000 685,877 1,207,500 1,207,500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 — (19,398) (19,398)

資產淨額 7,165,697 5,399,265 3,786,835 5,499,818

附註：

(1)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之存貨已售出╱動用70.92%。

(2) 於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我們的執行董事、高級管理層及Victrad代表

本集團分別以信託形式持有金額為10,794,341新加坡元、11,810,746新加坡元及3,735,645新加坡元

之銀行現金及短期按金。此乃因為Strike Singapore並無固定按金戶口，而Strike Singapore有時於

其流動非計息戶口擁有多餘的資金。因此，我們管理層於適當時候將該等多餘金額轉讓至以下現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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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固定按金戶口：(i)Victrad；(ii)兩名執行董事之共同賬戶；及(iii)一名執行董事及一名高級管理層

成員之共同賬戶。該等轉讓可使本集團免去於一間銀行存放按金的風險，並可從多餘資金中獲得額

外利息。我們已自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三日起停止這種做法。

我們於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分別錄得流動資產淨值約5.4

百萬新加坡元、4.0百萬新加坡元及1.2百萬新加坡元。流動資產淨值由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

日約5.4百萬新加坡元下跌至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約4.0百萬新加坡元，及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下跌至約1.2百萬新加坡元。流動資產淨值由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至二零一二

年六月三十日減少約1.4百萬新加坡元主要原因為：(i)應收客戶在建合約工程總額由二零一

一年六月三十日約10.4百萬新加坡元減少至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約5.5百萬新加坡

元；(ii)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由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約2.7百萬新加坡元減少至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2.2百萬新加坡元；及(iii)現金及短期按金由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約14.8百萬新

加坡元減少至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約13.4百萬新加坡元。該減少部分由下列者所抵銷：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由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約21.5百萬新加坡元減少至於二零一二年六月

三十日約16.5百萬新加坡元，以及應付利得稅由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約1.1百萬新加坡元

減少至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約0.7百萬新加坡元。

流動資產淨值由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約4.0百萬新加坡元減少至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

十日約1.2百萬新加坡元。流動資產淨值由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減少約2.8百萬新加坡元主要原因為：(i)現金及短期按金由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約13.4百

萬新加坡元減少至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約7.2百萬新加坡元；及(ii)應付利得稅由二零一

二年六月三十日約0.7百萬新加坡元增加至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約1.2百萬新加坡元；該

減少部分由下列者所抵銷：(i)應收客戶在建合約工程總額由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約5.5百

萬新加坡元增加至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約6.9百萬新加坡元；(ii)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由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約2.2百萬新加坡元增加至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約2.8百萬新加坡

元；及(iii)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由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約16.5百萬新加坡元減少至於二零

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約14.7百萬新加坡元。

流動資產淨值由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約1.2百萬新加坡元增加至二零一三年十月三十

一日約2.7百萬新加坡元，流動資產淨值由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至二零一三年十月三十一

日增加約1.5百萬新加坡元主要因(i)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由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約2.8百萬

新加坡元增加至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約3.7百萬新加坡元；及(ii)應收客戶在建合約工

程總額由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約6.9百萬新加坡元增加至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約7.2

百萬新加坡元，部分由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由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約14.7百萬新加坡元增

加至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約15.1百萬新加坡元所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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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資產負債表項目

應收客戶在建合約工程總額

項目收益按項目完成百分比所確認，此乃經考慮現今竣工工程價值及合約總值之間的

關係後釐定。地盤工程竣工與向客戶發出進度報告及發票之間通常存在時差。應收客戶在建

合約工程總額指現今產生的合約成本加已確認溢利減已確認虧損超出進度款項時的盈餘。

於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應收客戶在建合約工程總額 10,357,491 5,499,240 6,855,403

應收客戶在建合約工程總額通常受我們於臨近各報告期末所進行電力工程的收益、數

量及價值及取得進度款項的時間所影響，因此各期間皆有所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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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流動資產）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之貿易及

其他應收款項分別約2.7百萬新加坡元、2.2百萬新加坡元及2.8百萬新加坡元，其明細載列如

下：

於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貿易應收款項

應收獨立第三方款項 1,228,068 283,712 1,172,184(1)

應收一間共同控制實體款項 864 6,747 6,680(1)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 11,190 6,578(1)

應收保留款項 1,286,387 1,786,376 1,605,535

總計 2,515,319 2,088,025 2,790,977

其他應收款項

應收雜項 — 7,256 —

員工墊款 101,950 42,995 1,500

按金 83,960 37,500 29,700

應收Victrad款項 29,412 25,514 12

總計 215,322 113,265 31,21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總計（流動） 2,730,641 2,201,290 2,822,189

附註：

(1) 該等貿易應收款項已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全部結清。

貿易應收款項由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約2.5百萬新加坡元減少至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

十日約2.1百萬新加坡元，及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增加至約2.8百萬新加坡元，與往績記

錄期間的收益趨勢大致相若。貿易應收款項為不計息，一般自發票日期起或每月付款索償書

日期起計30至90日內到期。應收一間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公司款項與向彼等銷售物料有關。

我們的合約大致上向各進度款項提供10%的保留款項，上限為合約價值的5%。保留款項之

一半須於實際完成後解除，而結餘須於最後完成後解除。應收保留款項結餘由二零一一年六

月三十日約1.3百萬新加坡元增加至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約1.8百萬新加坡元，及於二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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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減少至約1.6百萬新加坡元，與我們的項目大致相若。所有貿易及其他應

收款項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概無作

出減值，並預期將於一年內收回。

已逾期但未減值的貿易應收款項（不包括應收保留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少於30日 17,027 439 15,836

30至60日 1,282 2,706 —

多於61日 8,383 18,588 8,256

總計 26,692 21,733 24,092

於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貿易應收款項分別約0.03百萬新

加坡元、0.02百萬新加坡元及0.02百萬新加坡元（分別佔約1.06%、1.04%及0.86%）為已逾

期但未減值。根據我們的經驗，由於我們客戶的信貸質素一直概無重大改變，且考慮到該等

結餘可全數收回，因此我們董事認為無需要為該等逾期結餘作出減值撥備。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貿易應收款項（不包括應收保留款項）約1.2百萬新加坡元或

貿易應收款項（不包括應收保留款項）的100%其後已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結清。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平均貿易應收款項週轉天數分別為45

天、77天及66天。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的貿易應收款項週轉天數較短之主

要原因為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結束日期前已立即結清應收款項。

其他應收款項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約0.2百萬新加坡元減少至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

十日約0.1百萬新加坡元，並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減少至0.03百萬新加坡元。員工墊款

主要為向若干員工提早發放的表現花紅。員工墊款由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101,950新加坡

元減少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42,995新加坡元，並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進一步減少至

1,500新加坡元。員工墊款減少乃由於已結清該等墊款所致。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應收

Victrad款項指向Victrad作出的墊款，該墊款已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結清。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應收Victrad款項指出售汽車予Victrad所應收之款項。按金與為員

工宿舍存放之按金有關，而由於外籍員工於YL、NEK及SRM成立時加入該等公司，因此我

們的外籍員工數目於往績記錄期間有所減少。

– 186 –

財 務 資 料



我們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約0.03百萬新加坡元的其他應收款項當中，約1,512新加

坡元其後已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結清。

按項目進度，本公司預計可收回的應收保留款項（包括即期及非即期部分）如下：

於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於一年內可收回 1,286,387 1,786,376 1,605,535

於一至兩年內可收回 715,000 531,100 717,500

於兩至三年內可收回 569,000 59,777 490,000

於三年後可收回 — 95,000 —

2,570,387 2,472,253 2,813,035

往績記錄期間及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概無本集團客戶不履行其付款義務，應收保

留款項亦根據各合約條款結清。

預付款項

預付款項與保險、工人宿舍及上市開支有關。預付款項由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一的零

元增加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的23,393新加坡元，再增加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的

131,699新加坡元，主要由於保險預付款項及上市開支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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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項目成

本之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款項分別約為21.1百萬新加坡元、16.3百萬新加坡元及14.4百萬新

加坡元，其明細載列如下：

於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應付獨立第三方款項 1,711,289 204,732 574,897

應付Victrad款項 673,153 49,258 26,590

應付一間共同控制實體款項 6,420 19,504 —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 17,329 7,152

2,390,862 290,823 608,639(1)

項目成本的應計費用 18,703,697 15,967,228 13,794,399

總計 21,094,559 16,258,051 14,403,038

附註：

(1) 我們已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全數結清該等貿易應付款項。

項目成本之貿易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由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約21.1百萬新加坡元減

少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約16.3百萬新加坡元，再進一步減少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約

14.4百萬新加坡元，主要由於項目成本下調導致項目成本的應計費用減少。應付獨立第三方

款項主要包括應付分包商及供應商款項。分包商授予的信貸期一般為收到彼等發出的每月

進度付款單起計30日，而就供應商而言，則一般為彼等發出發票起計30至90日。應付獨立第

三方款項由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的1.7百萬新加坡元減少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的0.2百

萬新加坡元，再增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的0.6百萬新加坡元，其升跌與收益相符。應付

Victrad款項與應付予彼等的管理費用有關。應付Victrad款項由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的

673,153新加坡元減少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的49,258新加坡元，再進一步減少至二零一

三年六月三十日的26,590新加坡元，主要由於我們進行重組後，Strike Singapore聘用的員

工數目增加所致。應付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公司款項與應付分包費用有關。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平均貿易應付款項週轉天數分別為81

天、99天及101天。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兩個財政年度的貿易應付款項週轉天數為

99天及101天，較信貸期長，主要由於臨近年度結束日期之期間購買物料有所增加，以及若

干供應商並未即時向我們發出賬單。由於我們在收到相關賬單時方會支付款項，延遲向我們

– 188 –

財 務 資 料



發出賬單將延長我們向該等供應商支付款項的時間。我們一般會在收到貿易應收款項後清

償貿易應付款項。

下表載列往績記錄期間各財政年度末的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詳情：

於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其他應付款項

應付雜費 66,642 44,585 4,233

應計負債 84,422 110,849 239,970

應付商品及服務稅 294,006 76,451 70,293

總計 445,070 231,885 314,496

應付雜費主要包括就結清外籍勞工稅而預扣的款項，而應計負債主要為中央公積金供

款、專業費用以及就未動用假期作出撥備的應計費用。其他應付款項由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

日約0.4百萬新加坡元減少約0.2百萬新加坡元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約0.2百萬新加坡

元，主要由於應付商品及服務稅減少，此跌幅與收益相符。其他應付款項由二零一二年六月

三十日約0.2百萬新加坡元增加約0.1百萬新加坡元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約0.3百萬新加

坡元，主要由於有關專業費用撥備的應計負債增加。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非流動資產）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貿易及

其他應收款項（非流動資產）分別約為1.3百萬新加坡元、0.7百萬新加坡元及1.2百萬新加坡

元，當中包含應收保留款項。我們的合約一般規定須將每項進度付款的10%撥作保留款項，

上限為合約價值的5%。該筆保留款項的其中一半將於實際完工時解除，餘額將於最後完工

時解除。我們應收保留款項的結餘與項目進度相符，由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約1.3百萬新

加坡元減少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約0.7百萬新加坡元，再增加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約1.2百萬新加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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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即編製本招股章程債務報表的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

有以下或然負債：

已作出的擔保

新加坡元

就外籍勞工向人力部支付的保證金 485,000

與SRM就SRM為一個項目聘用的外藉勞工向客戶作出的共同擔保 16,000

501,000

董事確認，經考慮我們在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可動用的內部資源，我們於最後實際可行

日期有充足營運資金滿足需求，包括應付合約責任、維持營運及完成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仍

然在建的現有項目的必要資金。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董事並不知悉任何可能對本集團流動

資金構成重大影響的其他因素，包括可能對有關本集團已知趨勢的未來現金需求構成重大

不利影響的因素。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董事並不知悉任何可能對本集團流動資金構成重大

不利影響的適用法律及監管規定變動。

除上文所披露者，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亦無涉及任何重大法律程序。董事並

不知悉任何涉及本集團之待決或潛在重大法律程序。倘本集團涉及該等重大法律程序，本集

團將在（根據當時可得資料）極可能產生虧損且虧損金額能夠合理估計時將或然虧損入賬。

主要財務比率

於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倍 倍 倍

流動比率(1) 1.2 1.2 1.1

借貸比率(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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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該日止財政年度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 % %

毛利率(3) 22.9 32.4 44.4

除稅前溢利率(4) 20.5 27.4 41.5

純利率(5) 17.2 23.5 35.1

資產總額回報(6) 18.8 16.3 33.2

權益回報(7) 78.0 68.0 172.7

截至該日止財政年度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天 天 天

平均貿易應收款項週轉天數(8) 45 77 66

平均貿易應付款項週轉天數(9) 81 99 101

有關平均貿易應收款項週轉天數及平均貿易應付款項週轉天數的分析載於本招股章程

「財務資料 — 若干資產負債表項目」一節。

附註：

(1) 流動比率乃按於各財政年度末的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計算。

(2) 借貸比率乃按於各財政年度末的總借貸除以權益總額計算。於往績紀錄期間及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

期，本集團並無任何借貸。

(3) 毛利率乃按財政年度的毛利除以收益計算。

(4) 除稅前溢利率乃按財政年度的除稅前溢利除以收益計算。

(5) 純利率乃按財政年度的年度溢利及年度全面收入總額除以收益計算。

(6) 資產總額回報乃按於各財政年度末的年度溢利及年度全面收入總額除以資產總額計算。

(7) 權益回報乃按於各財政年度末的年度溢利除以權益總額計算。

(8) 平均貿易應收款項週轉天數乃按財政年度的平均貿易應收款項（年初及年末結餘的平均數）除以收

益，再乘以365天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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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平均貿易應付款項週轉天數乃按財政年度的平均貿易應付款項減項目成本的應計費用（年初及年末結

餘的平均數）除以總購買額，再乘以365天計算。

流動比率

往績紀錄期間，本集團的流動比率大致維持於1.1至1.2倍的水平不變。

借貸比率

往績紀錄期間，由於並無銀行借貸，故此並無錄得借貸比率。

毛利率及純利率

有關盈利能力比率的分析，請參閱「財務資料 — 各期間經營業績比較」一節。

資產總額回報

資產總額回報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約18.8%減少至截至二零一二

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約16.3%，主要由於資產總額由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約29.8百萬

新加坡元減少約24.3%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約22.6百萬新加坡元，此減幅主要由於年度

確認收益減少，而年度溢利及年度全面收入總額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

約5.6百萬新加坡元大比例減少約34.3%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約3.7百萬

新加坡元，導致應收客戶款項總額減少。此乃主要由於收益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財政年度約32.5百萬新加坡元大幅減少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約15.6百萬

新加坡元，減幅為52.0%。

資產總額回報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約16.3%增加至截至二零一三

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約33.2%，主要由於年度溢利及年度全面收入總額由截至二零一二

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約3.7百萬新加坡元增加約78.3%至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

財政年度約6.5百萬新加坡元，而資產總額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約22.6

百萬新加坡元減少約12.6%至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約19.7百萬新加坡元。

此乃主要由於收益大幅增加約19.5%（或3.1百萬新加坡元）、分佔聯營公司及一間共同控制

實體業績增加約389.5%（或0.6百萬新加坡元）以及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

支付股息8.2百萬新加坡元，股息分派導致資產總額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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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回報

權益回報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約78.0%減少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

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約68.0%，主要由於權益總額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約7.2百萬

新加坡元減少約24.7%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約5.4百萬新加坡元，而年度溢利及年

度全面收入總額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約5.6百萬新加坡元大比例減少約

34.3%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約3.7百萬新加坡元。此乃主要由於上述相

同原因所致，收益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約32.5百萬新加坡元大幅減少至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約15.6百萬新加坡元，減幅為52.0%。

權益回報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約68.0%增加至截至二零一三年六

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約172.7%，主要由於權益總額由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約5.4百萬新加

坡元減少約29.9%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約3.8百萬新加坡元，而年度溢利及年度全面收

入總額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約3.7百萬新加坡元增加約78.3%至截至二

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約6.5百萬新加坡元。此乃主要由於收益大幅增加約19.5%

（或3.1百萬新加坡元）、分佔聯營公司及一間共同控制實體業績增加約389.5%（或0.6百萬新

加坡元）以及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支付股息8.2百萬新加坡元，股息分派

導致資產總額減少。

平均貿易應收款項週轉天數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平均貿易應收款項週轉天數分別為45

天、77天及66天。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的貿易應收款項週轉日較短之主要

原因為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結束日期前已立即結清應收款項。

平均貿易應付款項週轉天數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平均貿易應付款項週轉天數分別為81

天、99天及101天。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兩個財政年度的貿易應付款項週轉天數為

99天及101天，較信貸期長，主要由於臨近年度結束日期之期間購買物料有所增加，以及若

干供應商並未即時向我們發出信用證。由於我們在收到相關信用證時方會支付款項，延遲向

我們發出信用證將延長我們向該等供應商支付款項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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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資金

董事認為，經考慮本集團目前可動用之內部資源以及股份發售估計所得款項淨額，本

集團將有足夠營運資金滿足本集團自本招股章程日期起至少未來12個月之需求。

控股股東提供予本集團之擔保

銀行融資

往績紀錄期間及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並無任何銀行融資。

關連方交易

就本招股章程附錄一會計師報告附註25所載關連方交易而言，董事確認，關連方交易

乃經公平磋商後達至，安排的條款屬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未經審核備考經調整有形資產淨值

以下本集團之未經審核備考經調整有形資產淨值乃根據上市規則第4.29條編製，僅作說

明用途，並載於下文以說明股份發售對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本

集團綜合有形資產淨值之影響，猶如股份發售已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完成。

編製本未經審核備考經調整有形資產淨值僅供說明用途，而基於其假設性質，未必能

夠真實反映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或股份發售後任何未來日期之綜合有形資產淨

值。有關資產淨值乃按摘錄自本集團會計師報告（其全文載於本招股章程附錄一）所載綜合

財務資料之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之綜合資產淨值編製，並作出下述調整。未經審

核備考經調整有形資產淨值並不構成會計師報告之一部分。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的

綜合有形

資產淨值

股份發售估計

所得款項淨額

未經審核備考

經調整有形

資產淨值

每股股份未經

審核備考

經調整有形

資產淨值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基於每股股份發售價0.50港元 3,786,835 7,891,598 11,678,433 0.02

（相當於

0.11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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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的綜合有形資產淨值摘自本招股章程附錄一內會計師報告所載之綜合財務

資料，乃根據本集團的綜合資產淨值約3,786,835新加坡元計算。

(2) 股份發售的估計所得款項淨額乃按指示性發售價每股股份0.50港元（經扣除本公司應付包銷費用及其

他相關開支）計算。估計所得款項淨額按1新加坡元兌6.10港元的匯率兌換為新加坡元。

(3) 概無就未經審核備考經調整綜合有形資產淨值作出調整，以反映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之

後之任何貿易業績或訂立之其他交易。

(4) 每股股份未經審核備考經調整綜合有形資產淨值乃經前段所述調整後，根據緊隨股份發售完成後已

發行之640,000,000股股份計算。

可分派儲備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

的可分派儲備總額分別約為5.7百萬新加坡元、3.9百萬新加坡元及2.3百萬新加坡元。

股息政策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各年，Strike Singapore於可分派溢利中宣

派股息分別約為7.7百萬新加坡元、零元及8.2百萬新加坡元，所有相關股息已於最後實際可

行日期派付。過往宣派及派付之股息不應視為本公司將於上市後採納之股息政策指標。

於股份發售完成後，股東將於董事會宣派股息時方有權收取股息。任何股息之支付及

金額將由董事酌情釐定，並將取決於未來營運及盈利、資本需求及盈餘、整體財務狀況、合

約限制（如有）及董事視為相關之其他因素。本集團並無股息政策。

就我們股份派發之現金股息（如有）將以港元支付。其他分派（如有）將以董事視為合

法、公平及切實可行之任何方式派付予股東。投資者務須留意，過往之股息分派並非日後之

股息分派政策之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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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風險管理及公平值

信貸風險管理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

就對手方未能履行其責任而就各類別已確認金融資產所承受的最高信貸風險，乃指財務狀

況表所述該等資產之賬面值。本集團之信貸風險主要歸因於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以及現金

及短期存款。為將信貸風險減至最低，本集團已制定政策及制度以監察及控制信貸風險。有

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招股章程附錄一會計師報告附註28。

流動資金風險管理

本集團所承受的流動資金風險來自本集團經營活動的一般資金。本集團主動管理現金

及短期存款以及營運現金流量，以確保營運資金需求充足，以及滿足還款及資金需要。

根據上市規則規定之披露

董事已確認，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概無情況產生根據上市規則第13.13至13.19條須作

出之披露需要。

往績紀錄期後的最新發展及概無重大不利變動

我們的業務於往績紀錄期後保持穩定。往績紀錄期後，本集團的整體業務模式並無變

動，故此本集團的收益並無大幅下跌，銷售成本及其他成本亦無急劇上升。根據我們的未經

審核管理層賬目，截至二零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四個月的未經審核收益約為9.3百萬新加

坡元，主要歸因於Strike Singapore所進行項目產生的收益以及分包予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

公司的項目產生的收益，分別佔我們的合同收益約46%及54%。相比之下，本集團於截至二

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四個月錄得未經審核收益約4.8百萬新加坡元，主要歸因於Strike

Singapore所進行項目產生的收益以及分包予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公司的項目產生的收益，

分別佔我們的合同收益約75%及25%。截至二零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四個月，本集團來自

業務的收益相對增長，主要由於項目的峻工百分比增加，而且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公司進行

的項目數目增加。截至二零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四個月的收益增加，其毛利由截至二零一

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四個月約1.8百萬新加坡元上升至約2.1百萬新加坡元，然而毛利率因為

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公司所產生收益的百分比增加，而該等收益的毛利率較低而受影響。毛

利率由截至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四個月約36.4%跌至截至二零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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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月約22.7%，主要由於(i)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四個月期間完成的若干項目

的項目成本下調；及(ii)我們分包予共同控制實體及兩間聯營公司毛利率較低的項目，於截

至二零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四個月確認更多收益。自二零一三年七月一日起及直至最後

實際可行日期，我們獲判一個項目，合同價值約為9.4百萬新加坡元，預期將於截至二零一

八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完成。自二零一三年七月一日起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已

完成一個項目。

董事確認，截至二零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四個月，除因上市而產生的若干開支外，我

們並無任何重大非經常性收入或開支。

董事確認，除本招股章程另行披露者，截至本招股章程日期，我們的財務或貿易狀況或

前景自二零一三年七月一日起概無重大不利變動，自二零一三年七月一日以來亦無發生任

何事件，可能對本招股章程附錄一會計師報告內所載之綜合財務報表所示資料產生重大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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