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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仕登控股有限公司 

財務報表公佈 

截至 2019年 9月 30日止財政年度第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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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仕登控股有限公司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止財政年度第三季度之財務報表公佈 

 

1(a)(i) 截至 2019年 9月 30日止財政年度第三季度的综合全面收益表 

 

本集團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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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 變化 2019年 2018年  % 變化

千新元 千新元  +/(-) 千新元 千新元  +/(-)

收入       64,719     68,739 -5.8%     211,682     230,843 -8.3%

銷售成本      (46,339)    (49,432) -6.3%   (155,903)    (169,833) -8.2%

毛利       18,380     19,307 -4.8%       55,779        61,010 -8.6%

其他經營收入         1,451       1,039 39.7%         3,151          3,817 -17.4%

分銷成本        (6,184)      (6,021) 2.7%      (18,547)      (18,087) 2.5%

行政開支        (6,199)      (7,436) -16.6%      (21,378)      (22,732) -6.0%

金融資產凈減值損失           (253)           (95) n.m.           (176)            (115) 53.0%

其他經營開支           (197)      (1,233) -84.0%           (355)            (519) -31.6%

融資費用           (488)         (173) n.m.        (1,315)            (589) n.m.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虧損)淨額            149         (201) n.m.            421             436 -3.4%               -                  -   

未計所得税前溢利         6,659       5,187 28.4%       17,580        23,221 -24.3%               -   n.m.                -   n.m.

所得税        (1,644)         (938) 75.3%        (4,241)        (5,448) -22.2%               -   n.m.                -   n.m.

期内溢利         5,015       4,249 18.0%       13,339        17,773 -24.9%

其他全面收入

其後或可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0.0% 0.0%

- 現金流量對衝公允價值變動淨額               44           (59) n.m.               76              (59) n.m.

- 匯兑差額        (1,388)      (2,255) -38.4%        (2,482)        (1,860) 33.4%               -   n.m.                -   n.m.

       (1,344)      (2,314) -41.9%        (2,406)        (1,919) 25.4%

期内全面收入總額         3,671       1,935 89.7%       10,933        15,854 -31.0%               -                -   n.m.                -                  -   n.m.

下列人士應佔期内溢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782       2,391 -25.5%         7,330        12,467 -41.2%

非控股權益         3,233       1,858 74.0%         6,009          5,306 13.2%

        5,015       4,249 18.0%       13,339        17,773 -24.9%

下列人士應佔期内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687          568 21.0%         5,312        11,089 -52.1%

非控股權益         2,984       1,367 n.m.         5,621          4,765 18.0%

        3,671       1,935 89.7%       10,933        15,854 -31.0%

n.m.: 無意義

截至9月30日止

九個月

本集團

截至9月30日止

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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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仕登控股有限公司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止財政年度第三季度之財務報表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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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2019年 2018年

千新元 千新元 +/(-) 千新元 千新元 +/(-)
稅前溢利是由於（計入）/扣除
  下列各項後達成的：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267               94 n.m.            314                94 n.m.

陳舊存貨撥備                53             377 -85.9%            245              343 -28.6%

折舊和攤銷              537             532 0.9%         1,598           1,618 -1.2%

利息收入               (31)             (12) n.m.          (235)            (205) 14.6%

外匯(收益)/虧損淨額         (1,097)             829 n.m.          (758)                11 n.m.

出售附屬公司權益的收益                    -                  - n.m.                 -            (180) -100.0%
出售廠房及設備的虧損/(收益)淨額                    -                 2 -100.0%               (3)            (157) -98.1%

存貨撇銷              133                 3 n.m.              65                93 -30.1%

過往年度稅項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228           (347) n.m.            228              355 -35.8%

貿易應收款項撥備撥回               (50)                (8) n.m.          (179)                 (8) n.m.

廠房及設備撇銷                    -                  - n.m.                2                  1 100.0%

貿易應收款項撇銷                36                 9 n.m.              41                29 41.4%

n.m: 無意義

本集團

截至9月30日止三個月
% 變化

截至9月30日止九個月
% 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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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仕登控股有限公司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止財政年度第三季度之財務報表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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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
2019年

於12月31日
2018年

於9月30日
2019年

於12月31日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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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66             39,314                   20                    30 

投資物業                  484                  497                   -                       -   

土地使用權               1,214               1,270                   -                       -   

商譽             12,227             12,227                   -                       -   

附屬公司投資                     -                      -              50,410             50,410 

聯營公司權益               5,964               6,136                 122                  124 

應收服務特許權款項             32,541             30,233                   -                       -   

其他金融資產                  900                    -                     -                       -   

遞延税項資產                  141                  139                   -                       -   

            92,637             89,816            50,552             50,564 

流動資產

存貨             52,896             55,183                   -                       -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04,045             96,225              2,805                  363 

應收附屬公司款項                     -                      -              48,669             46,436 

應收股息                     -                      -                1,316               9,918 

現金及銀行結餘             38,451             41,877              2,892               3,023 

          195,392           193,285            55,682             59,740 

流動負債

銀行借款             15,496             16,423              3,320               2,291 

融资租賃                    57                    81                   -                       -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65,020             69,380              8,352             13,686 

即期税項負債               2,257               2,286                   -                       -   

            82,830             88,170            11,672             15,977 

流動資產淨值           112,562           105,115            44,010             43,763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款             11,927             11,842            11,609             11,455 

融资租賃                  189                  224                   -                       -   

遞延稅項負債                  655                  657                   -                       -   

            12,771             12,723            11,609             11,455 

淨資產           192,428           182,208            82,953             82,872 

權益

股本             78,095             70,984            78,095             70,984 

認股權證發行                     -                      -                     -                       -   

儲備             75,108             72,767              4,858             11,88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53,203           143,751            82,953             82,872 

非控股權益             39,225             38,457                   -                       -   

權益總額           192,428           182,208            82,953             82,872 

本集團 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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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仕登控股有限公司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止財政年度第三季度之財務報表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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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個附屬公司的融資租賃責任在融資租賃安排下的資產做擔保。 

2) 貸款抵押物為本集團的土地使用權及租賃物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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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9月 30日 於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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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2 11,971 2,823 13,681 

於 2019 年 9月 30日 於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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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16 - 12,016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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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仕登控股有限公司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止財政年度第三季度之財務報表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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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2019年 2018年

千新元 千新元 千新元 千新元

經營活動的現金流量

未計所得税前溢利 6,659                        5,187 17,580          23,221          

就以下各項的調整:

土地使用權攤銷 7                                      8 24                 25                 

貿易應收款項撇銷                  36                    9 41                 29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524                              514 1,560            1,564            

投資物業折舊 6                                    10 14                 29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267                                94 314               94                 

陳舊存貨撥備 53                                377 245               34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收益) -                                  2 (3)                 (157)             

出售附屬公司權益的收益 -                                 -   -               (180)             

存貨撇銷 133                                  3 65                 93                 

廠房及設備撇銷 -                                 -   2                   1                   

貿易應收款項撥備撥回 (50)                                 (8) (179)             (8)                 

利息開支 488                              173 1,315            589               

利息收入 (31)                               (12) (235)             (205)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溢利淨額 (149)                            201 (421)             (436)             

未變現外匯差額 (1,759)                     (1,888) (297)             (1,487)          

營運資金變動前的經營現金流量             6,184             4,670           20,025           23,515 

營運資金變動：

存貨 (2,432)                      2,915 1,977            (66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886                        6,785 (8,896)          (19,769)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216)                      (12,877) (6,169)          2,923            

於服務特許經營安排前經營
活動所得的現金

            5,422             1,493             6,937             6,009 

服務特許經營安排下應收款項變動 (535)                               -   (3,164)          -               

於服務特許經營安排後經營
活動所得的現金

            4,887             1,493             3,773             6,009 

已付利息 (488)                           (173) (1,315)          (589)             

已收利息 31                                  12 235               205               

已付所得税 (687)                        (1,546) (4,269)          (4,038)          

經營活動所得/(所用)的現金淨額             3,743               (214)            (1,576)             1,587 

本集團

截至9月30日止三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九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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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仕登控股有限公司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止財政年度第三季度之財務報表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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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2019年 2018年

千新元 千新元 千新元 千新元

投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656)             (157)             (2,250)          (1,83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               (8)                 61                 435               

出售附屬公司的現金流入淨額 -               -               -               563               

向聯營公司提供貸款                   -   (9,207)          -               (10,638)        

來自聯營公司的股息 284               -               506               155               

購買其他金融資產 -               -               (900)             -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372)            (9,372)            (2,583)          (11,323)

融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向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派發股息 (1,257)                            -   (1,257)          (2,289)          

向非控股權益派發股息            (2,484)                 (50) (2,758)          (3,377)          

來自聯營公司的還款 -                              373 -               373               

非控股權益的還款 -                                 -   250               -               

銀行貸款所得款項 3,998                      14,776 15,476          22,055          

償還銀行貸款 (4,237)                     (3,644) (16,455)        (10,411)        

（償還）/所得信託收據淨額 (1,856)                        (519) 250               (423)             

融資租賃（還款）/所得款項淨額 (17)                                92 (59)               (142)             

受限制銀行結餘增加 (49)                                 -   (2,323)          -               

發行新股所得款項 -                                 -   5,397            -               

融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5,902)           11,028            (1,479)             5,786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增加淨額            (2,531)             1,442            (5,638)            (3,950)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4,231          32,055          37,255          38,053          

貨幣換算對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的影響 (60)                              430 23                 (176)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1,640           33,927           31,640           33,927 

附加信息

現金及銀行結餘 35,197          33,834          35,197          33,834          

定期存款 3,254            343               3,254            343               

現金及銀行結餘 38,451          34,177          38,451          34,177          

减:受限制定期存款 (3,705)                            -   (3,705)          -               

减:承諾的定期存款 (3,106)          (250)             (3,106)          (25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總額           31,640           33,927           31,640           33,927 

本集團

截至9月30日止三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九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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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仕登控股有限公司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止財政年度第三季度之財務報表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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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日的結餘 70,984      -                (436)           (2,053)        4,820          70,436        143,751      38,457         182,208      

期内溢利 -                -                -                 -                 -                 7,330          7,330          6,009           13,339        

期内其他全面(虧損)/收入 -                -                -                 (2,094)        76               -                 (2,018)        (388)            (2,406)        

期内全面(虧損)/收入總額 -                -                -                 (2,094)        76               7,330          5,312          5,621           10,933        

配售股份 5,397        -                -                 -                 -                 -                 5,397          -                  5,397          

2018年股息以發行新股代替現金 1,714        -                -                 -                 -                 (1,714)        -                 -                  -                 

支付股息 -                -                -                 -                 -                 (1,257)        (1,257)        -                  (1,257)        

向非控股權益派發股息 -                -                -                 -                 -                 -                 -                 (4,853)         (4,853)        

於2019年9月30日的結餘 78,095      -                (436)           (4,147)        4,896          74,795        153,203      39,225         192,428      

於2018年1月1日的結餘 70,981      3,384        (436)           (802)           4,921          58,572        136,620      15,206         151,826      

SFRS(I) 9初次應用的調整 -                -                -                 -                 -                 (254)           (254)           (96)              (350)           

於2018年1月1日的經調整結餘 70,981      3,384        (436)           (802)           4,921          58,318        136,366      15,110         151,476      

期内溢利 -                -                -                 -                 -                 12,467        12,467        5,306           17,773        

期内其他全面虧損 -                -                -                 (1,319)        (59)             -                 (1,378)        (541)            (1,919)        

期内全面(虧損)/收入總額 -                -                -                 (1,319)        (59)             12,467        11,089        4,765           15,854        

向非控股權益派發股息 -                -                -                 -                 -                 -                 -                 (3,655)         (3,655)        

終止確認附屬公司 -                -                -                 181             -                 77               258             (249)            9                 

支付股息 -                -                -                 -                 -                 (2,289)        (2,289)        -                  (2,289)        -                -                -                 -                 -                 -                 -                 -                  -                 

於2018年9月30日的結餘 70,981      3,384        (436)           (1,940)        4,862          68,573        145,424      15,971         161,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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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仕登控股有限公司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止財政年度第三季度之財務報表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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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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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2019 年 8 月 27 日，本公司根據億仕登控股有限公司以股代息計劃發行了 7,896,368 股

新普通股（「新股」），發行價為 0.217 新元（對於新加坡股東）和 1.240 港元（對於香

港股東）。 

 

配發及發行新股份後，於 2019年 9月 30 日的已發行股份數目為 429,572,849(2018 年 9月

30 日: 394,684,950)。 於 2019 年 9 月 30 日，庫存股份股數為零（2018 年 9 月 30 日: 

零）。於 2019年 9 月 30 日，附屬公司的庫存股份股數為零（2018年 9月 30日: 零）。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並無任何現有認股權證或可換股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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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日的結餘 70,984           -                 (279)               12,167           82,872           

期内虧損 -                 -                 -                 (4,135)            (4,135)            

期内其他全面收入 -                 -                 76                  -                 76                  
期内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                 -                 76                  (4,135)            (4,059)            

配售股份 5,397             -                 -                 -                 5,397             

2018年股息以發行新股代替現金 1,714             -                 -                 (1,714)            -                 

支付股息 -                 -                 -                 (1,257)            (1,257)            -                 -                 -                 -                 -                 

於2019年9月30日的結餘 78,095           -                 (203)               5,061             82,953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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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内虧損 -                 -                 -                 (5,363)            (5,363)            

期内其他全面虧損 -                 -                 (59)                 -                 (59)                 
期内全面虧損總額 -                 -                 (59)                 (5,363)            (5,422)            

支付股息 -                 -                 -                 (2,289)            (2,289)            -                 -                 -                 -                 -                 
於2018年9月30日的結餘 70,981           3,384             (237)               (2,824)            7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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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仕登控股有限公司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止財政年度第三季度之財務報表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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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9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普通股股份总数                      394,689,186                       394,684,950 

加: 發行股份                        26,987,295                                                -    

加: 以發行新股代替現金支付股息                           7,896,368                                                -    

加: 行使認股權證                                              -                                          4,236 

普通股股份总数不包括庫存股份                     429,572,849                        394,689,186 

本集團及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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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9月 30 日和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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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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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的財務报表乃根据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國際）编制。 
 

除以下第 5 段所披露者外, 本集團在編制本期財務報表過程中已比照經審計的截至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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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在編制本期財務報表過程中已比照經審計的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年度財

務報表，並採用相同的會計政策和估計方法。除了採納在 2019年 1月 1日開始或之後的

財政期間生效的新/修訂的以下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國際）： 

 

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國際）第 16號租賃 

 

採納新的和修訂的準則對本集團的財務報表并無任何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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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仕登控股有限公司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止財政年度第三季度之財務報表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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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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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 於12月31日 於9月30日 於12月31日

2019年 2018年 2019年 2018年

淨資產 (千新元)          153,203          143,751            82,953             82,872 

於期末/年末的普通總股數 
 (認股權證淨代價)

 429,572,849  394,689,186  429,572,849   394,689,186 

每股資產淨值
             35.66               36.42               19.31               21.00 

（新分) （新分) （新分) （新分)

本公司本集團

 
  

2019年 2018年 2019年 2018年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 - 基本基準（扣除庫存股份） 424,680,534 394,684,950 415,175,889 394,684,950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 - 攤薄基準（扣除庫存股份） 424,680,534 394,684,950 415,175,889 394,684,950
 

每股盈利（按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内溢利）

(i) 按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計得的每股收益額              0.42 0.61               1.77 3.16
`

(ii) 按全面摊薄計得的每股收益額              0.42 0.61               1.77 3.16

（新分) （新分) （新分) （新分)

截至9月30日止三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九個月

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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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仕登控股有限公司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止財政年度第三季度之財務報表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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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和毛利率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止三個月（「2019 年第三季度」）與 2019 年 9 月 30 日止九個月

（「2019年九個月」），本集團的收入分別為 64.7 百萬新元與 211.7百萬新元, 與去年

同期相比较低。核心工業自動化分部繼續成為本集團主要收入來源，佔本集團 2019 年 9

月 30 日止九個月止總收入約 98.5％。於 2019 年第三季度，本集團確認来自在印尼所建

設的小型水電站的建築收入約 0.5百萬新元。 

本集團的總收入較低是由於全球貿易緊張局勢導致整體市場放緩和人民幣貶值。 

作為管理層在經濟放緩的環境中管理交易對手風險的措施的一部分，某些銷售賬戶有意

不予續簽，與 2018年同期相比，其 2019年九個月銷售額減少了 5.0 百萬新元。 

從 2019年 5月至 2019年 9月，人民幣貶值了 4.8％。因此，與 2018年九個月相比，2019

年九個月的中國業務收入以較低的匯率折算。根據同期的 2018 年九個月匯率，收入將增

加約 5.0百萬新元。 
 

我們核心工業工程業務的銷售下降幅度已由 2019 年上半年的 11.0％縮小至 2019 年九個

月的 9.7％。本集團對其主要市場對工業自動化的基本需求仍持謹慎樂觀的態度。 
 

2019年九個月毛利為 55.8百萬新元，比 2018年九個月減少 5.2百萬新元或 8.6％。2019

年第三季度的毛利比去年同期減少了 0.9百萬新元或 4.8％。 
 

本集團於 2019 年九個月的整體毛利率維持於 26.4％，與 2018 年九個月相同。撇除根據

服務特許權安排下所建設的小型水電站所產生的毛利，毛利率在 2019年第三季度及 2019

年九個月分別微升 0.5百分點及 0.2 百分點。 

  

2019 年 2018 年 % 變化 2019 年 2018 年 % 變化

千新元 千新元 +/(-) 千新元 千新元 +/(-)

工程方案
收入      64,184      68,739 -6.6%     208,518     230,843 -9.7%

毛利      18,340      19,307 -5.0%      55,545      61,010 -9.0%

毛利率 28.6% 28.1% 0.5 ppt 26.6% 26.4% 0.2 ppt

建築收入
收入           535             -   n.m.        3,164             -   n.m.

毛利             40             -   n.m.           234             -   n.m.

毛利率 7.5%             -   n.m. 7.4%             -   n.m.

總額

收入 64,719     68,739     -5.8% 211,682    230,843    -8.3%

毛利 18,380     19,307     -4.8% 55,779     61,010     -8.6%

毛利率 28.4% 28.1% 0.3 ppt 26.4% 26.4% 0.0 ppt

截至9月30日止三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九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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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仕登控股有限公司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止財政年度第三季度之財務報表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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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營業收入 

其他營業收入增加約 0.4百萬新元或 39.7%至 2019 年第三季度的 1.5 百萬新元，增加主

要是由于外匯收益約 1.1 百萬新元；部分的增加被減少 0.5 百萬新元的技術顧問服務費

和減少 0.2 百萬新元的租金收入所抵消。 
 

於 2019 年九個月, 其他營業收入減少約 0.7 百萬新元或 17.4％至 3.2 百萬新元。減少

的主要原因是沒有出售附属公司的一次性收益約 0.2 百萬新元，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

益減少約 0.2 百萬新元，政府補助減少約 0.1 百萬新元，佣金收入減少 0.1 百萬新元，

技術顧問服務費減少 0.7 百萬新元；部分的減少被增加約 0.7 百萬新元外匯收益所抵消。 
 

分銷成本 

與 2018 年同期相比，分銷成本在 2019 年第三季度和 2019 年九個月分别增加約 0.2 百萬

新元或 2.7%，至 6.2 百萬新元，和 0.5 百萬新元或 2.5%，至 18.5 百萬新元。增加的主

要原因是增加了對區域營銷工作的投資，有效地由下述行政費用的減少提供了資金。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在 2019年第三季度和 2019年九個月分别減少約 1.2百萬新元或 16.6%至 6.2百

萬新元，和減少約 1.4百萬新元或 6.0%至 21.4百萬新元。 
 

於 2019年第三季度，減少的主要原因是人事費和獎金超額撥備減少 1.8百萬新元，部分

的減少被增加 0.5 百萬新元的辦公室和行政費用和增加 0.1 百萬新元的專業費用所抵消。 
 

於 2019年九個月，減少的主要原因是人事費和獎金超額撥備減少 1.6百萬新元，部分的

減少被增加 0.2百萬新元的專業費用所抵消。 
 

其他經營開支 

截至 2019 年第三季度和 2019 年九個月，行政開支分别減少約 1.0 百萬新元或 84.0%至

0.2 百萬新元和減少約 0.2 百萬新元或 31.6%至 0.4百萬新元。 

於 2019 年第三季度，減少的主要原因是沒有約 0.8 百萬新元的外匯損失和陳舊存貨撥備

減少約 0.3 百萬新元，部分的減少被增加約 0.1百萬新元存貨撇銷所抵消。 

於 2019 年九個月，減少的主要原因是陳舊存貨撥備減少約 0.1 百萬新元和存貨撇銷減少

約 0.1百萬新元。 

融資費用 

融資費用於 2019年第三季度和 2019年九個月分别增加約 0.3百萬新元和 0.7百萬新元，

主要是由於平均銀行貸款較相應時期增加。 
 

所得稅開支 

截至 2019 年第三季度，所得稅開支增加約 0.7 百萬新元或 75.3%至 1.6 百萬新元。增加

的主要原因是 2019 年第三季度的應繳稅溢利增加。 

於 2019年九個月，所得稅開支減少 1.2百萬新元因为 2019年九個月的應繳稅溢利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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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仕登控股有限公司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止財政年度第三季度之財務報表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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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營公司 

截至 2019年 9 月 30 日，聯營公司權益減少 0.2 百萬新元或 2.8%，主要原因是聯營公司

申報了 0.7 百萬新元的股息，其中 0.5 百萬新元在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收到，但被於

2019 年九個月 0.4 百萬新元的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所抵消。 
 

應收服務特許權款項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應收服務特許權款項增加約 2.3 百萬新元或 7.6％至 32.5 百萬

新元。這主要是由於根據服務特許權安排下所建造的小型水電站所確認的建築收入約

3.2 百萬新元與外匯損失約 0.9 百萬新元所抵消。應收服務特許權款項歸類為長期資產，

將與商定的供電協議在各種運營特許權的使用期限內收集。 
 

其他金融資產 

作為可再生能源企業的新增項目，以 0.9 百萬新元的投資了獲得一家專門從事鋰電池管

理系統的設計，開發，集成和銷售的公司 10％的股份。 
 

存貨 

截至 2019年 9月 30日，存貨減少約 2.3百萬新元或 4.1% 至 52.9百萬新元，主要取決

于財務期間履行了客戶訂單。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截至 2019年 9月 30日，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增加約 7.8百萬新元或 8.1％至 104.0百萬

新元。主要是由於應收票據增加約 3.3百萬新元，加上向供應商預付的款項增加約 3.6百

萬新元，關聯方貿易應收款項增加約 1.6百萬新元和其他應收款項增加約 4.2百萬新元。

部分的增長被減少約 4.5 百萬新元的第三方貿易應收賬款和減少約 0.3 百萬新元的租金

和其它押金所抵消。 

截至 2019年 10月 31日,應收貿易賬款已收回約 15.9百萬新元或相等於截至 2019年 9月

30 日的貿易應收賬款的 25%。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截至 2019年 9月 30日，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減少約 4.4百萬新元或 6.3%至 65.0百萬新

元。主要是由於第三方貿易應付款項減少約 6.0 百萬新元由於支付到期的應付款項於貿

易供應商; 和應計經營費用減少約 1.8 百萬新元。部分的減少被增加約 1.1 百萬新元的

關聯方貿易應付款項和增加約 2.1百萬新元的應付股息所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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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仕登控股有限公司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止財政年度第三季度之財務報表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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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借款 （流動及非流動）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銀行借款減少約 0.8 百萬新元至 27.4 百萬新元。減少主要是由

於償還銀行貸款約 16.5百萬新元與銀行借款所得款項約 15.7百萬新元所抵消。 

综合現金流量表 

經營活動的現金流量變動 

截至 2019 年第三季度，經營活動所得約 3.7 百萬新元的現金淨額，該筆金額是營運資金

變動前所產成的經營現金流量約 6.2 百萬新元與(i) 營運資金減少，包括服務特許經營

安排的應收款項變動 1.3 百萬新元;（ii）已支付利息約 0.5 百萬新元; (iii)已支付所

得稅約 0.7 百萬新元所抵消。 

截至 2019 年九個月，經營活動所用約 1.6 百萬新元的現金，該筆金額是營運資金變動前

所產成的經營現金流量約 20.0百萬新元與(i) 營運資金減少，包括服務特許經營安排的

應收款項變動 16.2 百萬新元;（ii）已支付利息約 1.1 百萬新元; (iii)已支付所得稅約

4.3 百萬新元所抵消。 

投資活動的現金流量變動 

截至 2019 年第三季度，投資活動所用約 0.4 百萬新元的現金淨額，主要歸因於購置物業，

廠房及設備約 0.7 百萬新元，與來自聯營公司的股息約 0.3百萬新元所抵消。 

截至 2019 年九個月，投資活動所用約 2.6 百萬新元的現金淨額，主要歸因於（i）購置

物業、廠房及設備約 2.3百萬新元；（ii）收購其他金融資產約 0.9 百萬新元; 與（iii）

來自聯營公司的股息約 0.5百萬新元；以及（iv）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約 0.1

百萬新元所抵消。 

融資活動的現金流量變動 

截至 2019年第三季度，融資活動所用約 5.9百萬新元的現金淨額，主要歸因於向本公司

權益持有人和非控股權益派發股息約 3.7 百萬新元，和償還銀行借貸（包括信託收據和

融資租賃）的淨額約 2.1百萬新元。 
 

截至 2019 年九個月，融資活動所用約 1.5 百萬新元的現金淨額，主要歸因於向本公司權

益持有人和非控股權益派發股息約 4.0 百萬新元，償還銀行借貸（包括信託收據和融資

租賃）的淨額約 0.8 百萬新元，和受限制銀行結餘增加約 2.3 百萬新元，與發行新股所

得款項約 5.4 百萬新元所抵銷。 

截至 2019年 9月 30日，本集團維持健康的現金及銀行結存為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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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沒有向股東披露具體的預測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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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仕登控股有限公司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止財政年度第三季度之財務報表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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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亞洲對工業自動化解決方案的基本需求不斷增長，本集團對工業自動化業務的長期

前景仍然充滿信心，特別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對先進製造業例如半導體和醫

療設備等等而言，此類工程解決方案是必不可少的。迄今為止，已經建立了超過 530 個

智能製造工業園區1。此外，中國最近宣佈建立一個數十億的國家支持基金，該基金將投

資半導體行業，以培育其國內芯片行業並縮小與美國
2
的技術差距。在中國，機器人是工

業自動化市場的另一個組成部分，在過去四年中平均增長 21％，於 2019年市場規模將達

到 87億美元。 
 

從短至中期來看，半導體行業持續的貿易緊張局勢和週期性逆風是本集團要克服的挑戰。

為了應對週期性逆風，同時繼續專注於建立長期增長，本集團繼續（1）拓寬客戶群，終

端市場，地域和解決方案； （2）通過建立億仕登的技術路線圖，包括軟件，雲端和大

數據投資來壯大億仕登在工業 4.0 自動化方面地位，以加深本集團產品的附加值； （3）

通過合資企業和緊密的合作夥伴關係與全球技術領導者合作，為億仕登的客戶帶來本集

團核心市場中最好的解決方案； （4）優化組織結構和運營，以簡化業務活動，推動規

模經濟並改善整個本集團的客戶情報和業務。 
 

除了億仕登的核心工程業務之外，本集團還有三項重要的水電投資，可以在適當時機將

其貨幣化。上述兩項投資的建設已接近完成。計劃於 2020 財政年度建設第三座水電站。

這三座水電站的總容產量預計為 24.2 兆瓦的電力。這三座水電站均位於印尼蘇門答臘。

根據 2019 年水電狀況報告，印尼的目標是到 2025 年和 2050 年使可再生能源分別佔全國

能源結構的至少 23％和 31％3。目前，印尼的可再生能源份額為 12％4。 
 
 

 
 

 
1 Evolving Made in China 2025 
http://en.people.cn/n3/2019/0821/c90000-9608063.html 
 

2 China sets up 204b yuan fund to invest in chip industry 
https://www.businesstimes.com.sg/technology/china-sets-up-204b-yuan-fund-to-invest-in-chip-industry 
 

3 International Hydropower Association: 2019 Hydropower Status Report 
https://www.hydropower.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docs/2019_hydropower_status_report.pdf 
 

4 Singapore Business Review: Coal to account for 67.8% of Indonesia’s energy mix by 2022 
https://sbr.com.sg/energy-offshore/asia/coal-account-678-indonesias-energy-mix-2022 
 

 

http://en.people.cn/n3/2019/0821/c90000-9608063.html
https://www.businesstimes.com.sg/technology/china-sets-up-204b-yuan-fund-to-invest-in-chip-industry
https://www.hydropower.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docs/2019_hydropower_status_report.pdf
https://sbr.com.sg/energy-offshore/asia/coal-account-678-indonesias-energy-mix-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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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仕登控股有限公司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止財政年度第三季度之財務報表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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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建議發放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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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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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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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仕登控股有限公司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止財政年度第三季度之財務報表公佈 

 

15. 所得款項用途 

(a) 第二次配售股份所得款項用途 

 

於 2019年 5月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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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一般授權發行股份所得款項用途 

 

於 2019年 5月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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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11月 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