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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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之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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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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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406）

中期業績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概要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錄得收入
3,124,031,000港元（二零二零年：3,411,607,000港元）。

本期間毛利為273,462,000港元（二零二零年：273,152,000港元）。

本期間溢利為44,724,000港元（二零二零年：75,135,000港元）。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約為10.41港仙（二零二零年：17.27港仙）。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之資產淨值為1,494,030,000
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1,478,237,000港元），按已發行普通股
438,053,600股（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438,053,600股）計算，相當於每股
3.41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3.37港元）。

* 僅供識別



2

中期業績

有利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局（「董事局」）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合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
如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4 3,124,031 3,411,607
銷售成本 6 (2,850,569) (3,138,455)

毛利 273,462 273,152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5 17,401 17,358
銷售及分銷成本 6 (10,039) (15,778)
行政開支 6 (222,176) (175,712)
其他營運開支 6 (1,594) (1,706)

經營溢利 57,054 97,314
財務費用 7 (3,056) (9,115)
應佔聯營公司之虧損 (151) (141)
應佔合營企業之虧損 (2,345) (2,598)

除所得稅前溢利 51,502 85,460
所得稅開支 8 (6,778) (10,325)

期內溢利 44,724 75,135

應佔部分：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45,581 75,662
 非控制性權益 (857) (527)

44,724 75,135

中期股息 9 10,951 4,381

每股盈利（基本及攤薄） 10 10.41港仙 17.27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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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 44,724 75,135

其他全面收入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貨幣匯兌差額 – 26,906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44,724 102,041

應佔部分：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45,581 102,568
 非控制性權益 (857) (527)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44,724 102,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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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49,956 1,185,289
 投資物業 183,040 183,040
 其他無形資產 7,758 8,286
 商譽 17,898 16,662
 聯營公司 824 975
 合營企業 129,615 131,960
 遞延所得稅資產 8,382 8,382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之金融資產 – 11,800
 應收按揭貸款 41,429 53,973
 其他非流動資產 – 1,106

1,538,902 1,601,473

流動資產
 現金及銀行結餘 1,219,817 728,119
 應收賬項，淨額 11 619,419 789,528
 合約資產 873,212 703,42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69,549 399,806
 應收按揭貸款 1,795 2,119
 存貨 88,094 76,183
 已落成待售物業 41,722 49,486
 待售發展中物業 695,595 658,377
 應收合營企業╱共同經營業務款項 44,628 46,889
 預付所得稅 54,419 54,428

4,008,250 3,508,355

總資產 5,547,152 5,109,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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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權益
 股本 87,611 87,611
 其他儲備 458,233 458,233
 保留盈利 948,186 932,393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部分 1,494,030 1,478,237
非控制性權益 1,208 2,065

總權益 1,495,238 1,480,302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長期借貸 304,787 835,571
 遞延所得稅負債 7,545 7,632
 其他非流動負債 27,858 37,842

340,190 881,045

流動負債
 短期銀行貸款 575,236 263,076
 長期借貸之即期部分 918,726 611,947
 應付供應商及分包承建商之款項 12 267,732 259,267
 預提費用、應付保固金、已收按金及
  其他負債 716,543 722,300
 衍生金融負債 123 –
 應付所得稅 14,415 10,205
 合約負債 1,174,718 833,145
 應付共同經營業務款項 2,799 2,799
 應付其他共同經營業務夥伴款項 41,432 45,742

3,711,724 2,748,481

總負債 4,051,914 3,629,526

總權益及負債 5,547,152 5,109,828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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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部分

股本 股本溢價
資本

贖回儲備
貨幣

匯兌儲備
物業

重估儲備 其他儲備 保留盈利 小計
非控制性

權益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二零年
 四月一日 87,611 413,776 359 (73,287) 55,366 704 792,917 1,277,446 3,202 1,280,648
期內溢利╱（虧損） – – – – – – 75,662 75,662 (527) 75,135
其他全面收入：
 貨幣匯兌差額 – – – 26,906 – – – 26,906 – 26,906
二零二零年末期股息
 （附註9） – – – – – – (6,571) (6,571) – (6,571)

於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87,611 413,776 359 (46,381) 55,366 704 862,008 1,373,443 2,675 1,376,118

於二零二一年
 四月一日 87,611 413,776 359 (11,972) 55,366 704 932,393 1,478,237 2,065 1,480,302
期內溢利╱（虧損） – – – – – – 45,581 45,581 (857) 44,724
二零二一年末期股息
 （附註9） – – – – – – (29,788) (29,788) – (29,788)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87,611 413,776 359 (11,972) 55,366 704 948,186 1,494,030 1,208 1,495,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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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 一般資料

有利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從事樓宇建
築、水喉渠務、屋宇翻新、維修及裝修工程、機電安裝、建築材料供應、物業投資及發展
以及酒店營運。此外，本集團之其他業務主要包括電腦軟件開發及建築設計及工程服務。

本公司為於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五日在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註冊辦事處位於
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11, Bermuda。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

除另有列明外，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以千港元（「千港元」）呈列。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
料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獲董事局批准刊發。

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按照香港會計準則（「香港
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根據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所編製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
表一併閱讀。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以歷史成本法編製，並就重估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
之金融資產、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包括衍生金融工具）以及按公平值列賬之投
資物業作出調整。

本中期期間的所得稅按照預期年度總盈利適用的稅率予以累計。

3. 會計政策

除下文所述者外，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
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3.1 本集團所採納之準則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相關租金減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後的新型冠狀病毒

 疫情相關租金減免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

利率基準改革－第二階段

採納該等準則之修訂不會對本集團的會計政策造成任何重大變動或對其業績及財務
狀況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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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3. 會計政策（續）

3.2 已頒佈但未生效之新準則、準則之修訂、年度改進、指引及詮釋

以下為已頒佈但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並未強制應用，且本集團並
無提早採納之新準則、準則之修訂、年度改進、指引及詮釋：

在以下日期或
之後開始之

會計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 二零二三年
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 概念框架之提述 二零二二年
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
 合營企業之間的資產
 出售或注資

待公佈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 二零二三年
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
 實務報告第2號之修訂

會計政策披露 二零二三年
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之修訂 會計估計的定義 二零二三年
一月一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 與單一交易產生之資產及
 負債有關的遞延稅項

二零二三年
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之修訂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作擬定用途前之所得款項

二零二二年
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之修訂 虧損性合約－履行合約之成本 二零二二年
一月一日

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八年
 至二零二零年週期之
 年度改進

二零二二年
一月一日

會計指引第5號（經修訂） 共同控制合併的合併會計 二零二二年
一月一日

香港詮釋第5號（二零二零年） 呈列財務報表－借款人對包含
 按要求償還條款之
 有期貸款之分類

二零二三年
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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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4. 收入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樓宇建築、水喉渠務、屋宇翻新、維修及裝修工程、機電安裝、建築材料
供應、物業投資及發展以及酒店營運。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建築 2,117,594 2,699,884
 機電安裝 857,827 655,953
 建築材料供應 120,440 40,750
 物業投資及發展 10,651 655
 酒店營運 1,310 1,085
 其他 16,209 13,280

3,124,031 3,411,607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乃隨著時間而確認（包
括建築、機電安裝、酒店營運及其他），惟建築材料供應收入120,440,000港元（二零二零
年：40,750,000港元），物業銷售收入9,839,000港元（二零二零年：零港元）及其他收入
14,751,000港元（二零二零年：12,323,000港元）則按照某一時間點確認。其他來源收入
（租金收入計入物業投資及發展以及酒店營運）為2,122,000港元（二零二零年：1,592,000港
元）。

主要營運決策者已被確定為執行董事。根據本集團提交予執行董事（由其負責分配資源、
評估經營分部表現及作出策略性決定）之內部財務報告，應報告之經營分部如下：

• 建築－樓宇建築、水喉渠務、屋宇翻新、維修及裝修工程

• 機電安裝－提供電力、機械、通風及空調、消防、水喉渠務以及環保工程服務

• 建築材料供應－建築及樓宇材料供應

• 物業投資及發展

• 酒店營運

本集團其他業務主要包括電腦軟件開發及建築設計及工程服務，由於規模有限，故並無獨
立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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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4. 收入及分部資料（續）

建築 機電安裝
建築

材料供應
物業投資
及發展 酒店營運 其他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總銷售 2,171,006 1,073,354 314,780 10,651 1,310 64,456 3,635,557
減：分部間銷售 (53,412) (215,527) (194,340) – – (48,247) (511,526)

外部銷售 2,117,594 857,827 120,440 10,651 1,310 16,209 3,124,031

分部業績 67,880 14,233 (6,737) (3,544) (11,040) (6,443) 54,349
應佔聯營公司之虧損 – (151) – – – – (151)
應佔合營企業之虧損 – – (2,345) – – – (2,345)

67,880 14,082 (9,082) (3,544) (11,040) (6,443) 51,853

      
未分配收入 2,705
財務費用 (3,056)

除所得稅前溢利 51,502
所得稅開支 (6,778)

期內溢利 44,724

建築 機電安裝
建築

材料供應
物業投資
及發展 酒店營運 其他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總銷售 2,835,949 1,037,825 292,191 655 1,085 65,617 4,233,322
減：分部間銷售 (136,065) (381,872) (251,441) – – (52,337) (821,715)

外部銷售 2,699,884 655,953 40,750 655 1,085 13,280 3,411,607

分部業績 67,850 38,218 10,068 (4,500) (13,534) (1,629) 96,473
應佔聯營公司之虧損 – (141) – – – – (141)
應佔合營企業之虧損 – – (2,598) – – – (2,598)

67,850 38,077 7,470 (4,500) (13,534) (1,629) 93,734

      
未分配收入 841
財務費用 (9,115)

除所得稅前溢利 85,460
所得稅開支 (10,325)

期內溢利 75,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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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5.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1,650 2,575
 來自分包承建商的利息收入 6,084 8,279
 來自共同經營業務的管理服務收入 8 8
 雜項收入 8,844 7,711

16,586 18,573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投資物業公平值虧損淨額 – (3,19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收益淨額 (4) 33
 匯兌收益淨額 819 1,943

815 (1,215)

17,401 17,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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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6. 按性質劃分之開支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建築成本 2,211,786 2,581,440

已售存貨成本 185,690 162,359

已售物業成本 7,764 –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520,326 428,769

折舊
 自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39,818 39,513
 租賃物業、廠房及設備 13,643 9,827

53,461 49,340

短期租賃之相關開支
 土地及樓宇 2,141 1,578
 其他設備 27,307 37,214

  
29,448 38,792

  
攤銷無形資產 528 528

應收賬項虧損撥備變動 1,222 (295)

核數師酬金 2,261 2,421

由投資物業產生之直接營運開支
 －產生租金收入 379 211
 －不產生租金收入 33 38

銷售及分銷成本 10,039 15,778

其他 61,441 52,270

  
銷售成本、銷售及分銷成本、行政以及
 其他營運開支總額 3,084,378 3,331,651



13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7. 財務費用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透支及短期銀行貸款之利息 4,653 10,477
長期銀行貸款之利息 8,349 15,280
租賃付款之利息部分 487 463

  
所產生總借貸成本 13,489 26,220

減：歸類為建築成本之款額 (5,804) (12,632)
  撥充至待售發展中物業之資本 (4,629) (4,473)

  
3,056 9,115

8.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按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適用稅率8.25%及
16.5%（二零二零年：8.25%及16.5%）計算。根據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推出的利得稅
兩級制，首2百萬港元應課稅溢利的香港利得稅稅率為8.25%。超過2百萬港元的應課稅溢
利之稅率為16.5%。

非香港溢利之稅項乃根據期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本集團業務所在國家╱地區之現行
稅率計算。

在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表扣除之所得稅開支包括：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利得稅本期內撥備 6,862 9,889
非香港稅項本期內撥備 – 523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3 –
涉及暫時差額之產生及撥回之遞延所得稅 (87) (87)

6,778 10,325



14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9. 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應付╱已付股息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財政年度之末期股息－
  普通股每股6.80港仙
  （二零二零年：1.50港仙） 29,788 6,571

  
宣派中期股息
 中期股息－普通股每股2.50港仙
  （二零二零年：1.00港仙） 10,951 4,381

該中期股息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後宣派，故並無於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內
列作負債。中期股息將向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派付。

10. 每股盈利（基本及攤薄）

每股盈利按以下方式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淨額 45,581 75,662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期內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 438,053,600 438,053,600

每股基本盈利 10.41港仙 17.27港仙

由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具潛在攤薄影響之已發行股
份，故該等期間之每股攤薄盈利相等於每股基本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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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11. 應收賬項，淨額

應收賬項淨額包括應收賬項及應收保固金減去減值撥備。

視乎服務或產品之性質而定，應收賬項於開出發票後30日至150日內到期繳付。應收賬項
淨額按逾期日數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508,629 723,756

1-30日 45,278 8,118
31-90日 25,478 19,890
91-180日 8,147 4,647
180日以上 31,887 33,117

110,790 65,772

619,419 789,528

12. 應付供應商及分包承建商之款項

應付供應商及分包承建商之款項按逾期日數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228,426 223,380

1-30日 27,729 27,620
31-90日 1,676 4,294
91-180日 2,298 1,154
180日以上 7,603 2,819

39,306 35,887

267,732 259,267



16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13. 承擔及或然負債

本集團現時之未償還承擔及或然負債如下：

(a) 在日常業務中，本集團就其建築合約面對各項索償。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
集團就若干合約面對多項定額賠償索償，相關延期申請已遞交予客戶。定額賠償額
之最終金額（如有）仍未能確定，惟董事認為任何由此產生之負債不會對本集團財務
狀況構成任何重大影響。

(b) 本集團給予其客戶履約保證總額約為550,919,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468,977,000港元）。

(c)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已訂約但未產生之資本開支分別約為1,386,000
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7,297,000港元）及人民幣26,036,000元（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6,036,000元），該等開支涉及廠房及設備以及合營企業。

(d) 根據不可撤銷短期租賃應付之未來最低租金總額如下：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土地及樓宇
 一年內 – 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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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中期業績及業務回顧

儘管疫情持續，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首六個月，本集團業績已見復蘇。
雖然總收入微幅減少，經營業績仍有所提升。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首六個月的收入為3,124,0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
8%。主要變幅在建築及機電安裝（「機電安裝」）分部。由於今年項目完工與開工
之間存在時間差異，建築分部錄得的收入減少約22%。若干大型項目於去年完工
後，相關團隊轉至新工作，現時多數新工程仍處於準備階段，故於中期錄得較少
的完成工程額，令營業額減少，此情況將維持並反映於本年度業績。儘管如此，
建築收入的減少由機電安裝收入的增長所抵銷及補償。由於訂單量創新高，該分
部取得858,000,000港元的強勁銷售額，同比增長31%。倘工程計劃無重大變化，
我們預期由機電安裝分部產生的總收入將於年末達至新高。

儘管收入減少，綜合毛利仍維持在273,000,000港元。去年，若干項目上調成本撥
備以反映因疫情導致該等項目在時間及供應上受阻。撇除該等成本調整，本期毛
利率得到改善且毛利金額相對而言有所增加。

營運開支總額為234,000,000港元，同比增加41,000,000港元。該增加主要來自員
工成本及本集團於大角咀住宅項目預售樓花的開支。去年中期的員工成本因政府
保就業計劃（「保就業計劃」）補助抵銷而減少。撇除前述抵銷以及年度薪酬的增
加，令期內的員工成本有所增長。

期內的綜合除稅前溢利淨額為52,0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為85,000,000港元。扣
除去年取得的非經常性保就業計劃補助後，經營業績實際增長22,000,000港元。
此外，本集團現金流亦持續改善。期內，計入新資本開支及物業開發成本的現金
流出後，營運仍取得現金盈餘。本集團財務狀況穩健。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手頭合約維持在強健的24,616,000,000港元。於期內取
得5,252,000,000港元的新合約，同比增長112%。本集團兩大核心業務建築及機電
安裝均取得數目可觀的新合約。強勁的訂單量顯示可持續的業務增長及正面的業
務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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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實力為我們帶來業務及市場認可。自年初以來，本集團已獲授十四個涵蓋
質量、安全、環保和創新技術的不同獎勵及獎項。在這些獎項中，其中三項授予
我們於中環街市活化項目以及連接海盈邨及海達邨長跨度行人天橋（本年度的兩
個重大項目）中展現的傑出數字化建築能力。我們專注於數字化建築技術的附屬
公司環球模擬設計及建造有限公司為該領域的領先者。透過與全球領先技術公司
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該附屬公司開發了全方位的數字化建築及項目管理服務以
及解決方案，包括但不限於我們為所服務市場量身定制的5D BIM及使用BIM區塊
鏈的多功能平台，用於組裝合成建築（「MiC」）之QA/QC監控。其向本集團以及行
業中跨領域的外部客戶（如開發商，承包商和本地及海外機構客戶）提供虛擬和數
字解決方案及諮詢服務。該附屬公司於近年在業務及市場知名度皆有增長。

合約之變動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合約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接獲 完成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樓宇建築、屋宇翻新
 及維修 16,796 4,163 (3,462) 17,497

機電安裝 9,876 1,432 (1,462) 9,846

建築材料供應 1,213 896 (412) 1,697

其他 15 6 (3) 18

減：分部間合約 (3,947) (1,245) 750 (4,442)
 

23,953 5,252 (4,589) 24,616
 

財務狀況

本集團之財務及資金運作一直由香港總部集中管理及控制。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
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總額為1,220,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
一日：728,000,000港元），及借貸總額為1,799,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
一日：1,711,000,000港元）。現金及銀行結餘總額增加主要來自本集團住宅物業發
展項目「利‧晴灣23」(L．Living 23)收取的預售所得款項。借款輕微增加主要是
為現有建築項目提供資金。流動比率（即流動資產總值比流動負債總額）於二零二
一年九月三十日為1.1（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1.3）。於一年後到期之銀行貸
款及其他融資之金額為305,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836,000,000
港元）。該減少乃由於部分項目貸款隨著項目接近完工而在一年內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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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銀行借貸均按浮動息率計算。本集團將密切監察及管理其利率波動風險，並
適時考慮使用相關對沖安排。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透支、銀
行貸款、銀行擔保及貿易融資相關之銀行融資總額度為4,258,000,000港元（二零
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4,558,000,000港元），當中2,236,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2,071,000,000港元）已動用。本集團認為，獲承諾及未動用之銀
行融資額度足以應付其目前之業務營運、物業發展及資本開支需要。

人力資源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聘用僱員人數約3,200人（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
一日：3,200人）。香港、澳門及新加坡之僱員人數約為2,500人（二零二一年三月
三十一日：2,500人），中國內地僱員人數約為700人（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700人）。有利以成為優秀及具吸引力的僱主為目標，因我們明白人才是長遠成功
的關鍵。本集團提供具吸引力的薪酬組合，並以工作表現為基準獎勵僱員。本集
團致力於培訓及推動僱員發展，並繼續努力不懈確保僱員潛能得以全面發揮，藉
以加強在本集團的發展。

展望

除了去年頒佈的一系列措施外，政府於本年度的施政報告中推出更大規模的計劃
及政策，為日後的住房發展奠定了強勁穩固的基礎。多達330,000個公營房屋單位
將於二零三二年前建成，推動大型項目北部都會區以促進城市的可持續增長及解
決土地供應問題。這些計劃及政策可為整個建築行業帶來較長期的增長。我們核
心市場的業務機遇在較長時期內仍會保持充裕。

由於建築工程持續增加及全球材料普遍供應短缺，出現了成本通脹的情況。主要
材料如鋼材、水泥及石料的價格劇烈波動並持續上漲。此外，人力短缺的情況似
乎正在惡化。行業不僅面臨缺乏勞動力，亦缺乏各領域的專業人士。由於建築工
程在可預見未來仍大幅增長，員工成本急升並呈現增長趨勢。未來數年，成本高
昂的問題將持續。有效的項目管理及成本控制成為行業必須處理的關鍵挑戰，否
則可能面臨溢利遭侵蝕的情況。

對行業而言，數字化智慧建築為長期的解決方案。通過更好的價值鏈管理，智慧
建築透過提升成本控制、時間管理及確保品質等來提高生產力。人工智能、機器
人及虛擬設計及建造是關鍵的發展領域。本集團視創新為實現可持續增長的重要
組成部分，且於多年前已進行投資並已準備好轉變。通過與學術機構及本地創科
公司的戰略性合作，我們正在開發一系列的機器人以負責工地的單一工作，例如
油漆外牆、焊接及研磨等。儘管目前機器人的使用仍相對有限且有待加強，於可
預見的未來，我們預期機器人的商業化及採用將更為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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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數字化以外，我們持續推進混凝土MiC的發明，該建築法可縮短建築時間、
減少工地人力並提升工地安全。自從政府數年前積極推動MiC，推出及待推出的
MiC建築項目越來越多。除了原本的混凝土系統外，我們亦有可拆卸系統、混合
系統等。我們的方法已證明可成功節省時間及人力。為回應多元化的樓宇設計及
客戶需求，我們將持續發展該技術以為客戶、行業及社會整體創造更大的價值。

儘管市場前景光明但行業正面臨更多嚴峻挑戰。創新是我們得以應付挑戰的競爭
優勢之一。本集團將持續發展及採納新技術，進一步強化我們於市場中的地位並
為我們的持份者獲取可持續回報。

中期股息

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董事局議決就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宣派中期股息為普通股每股2.50港仙（二零二零年：1.00港仙）並向於二零二一
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名列股東名冊之股東派付。中期股息會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七日
或之前派付。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星期一）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星
期三）期間（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於該期間不會處理股份過
戶。為符合資格獲派付其中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必須最遲於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
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一八三號合
和中心十七樓1712-1716室。

董事權益

於本公佈日期，各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在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
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已記錄於本公司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已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
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交所之權益如下：

本公司每股面值0.2港元之股份

所持股份數目
（好倉）

董事 公司權益 百分比

黃業强先生 267,642,599 6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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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230,679,599股及36,963,000股股份分別以All Fine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及Billion Goal Holdings Limited之名義登記。黃業强先生擁有All Fine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及Billion Goal Holdings Limited全部已發行股本。All 
Fine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及Billion Goal Holdings Limited分別於庫克群島
及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黃業强先生為All Fine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及
Billion Goal Holdings Limited之董事。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包括彼等之配偶及
未成年子女）概無獲授予或行使可認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
例）之股份或債券之權利，或於其中擁有任何權益。

於期內任何時間，本公司、其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合營企業或共同經營業務之
間概無訂有任何安排，致使董事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持有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
之股份或相關股份或債券之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336條之規定而須存置
之主要股東登記冊顯示，除上文披露之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權益外，本公司並不
知悉有任何主要股東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之權益及淡倉。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並無贖回，而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
公司概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審閱中期財務資料

審核委員會已連同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以及討論核數、內
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其中包括審閱本集團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企業管治

董事局確信企業管治為企業持續成功及提升股東價值的基本要素。本公司已採納
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守則」）的
原則及常規。本公司透過穩健管理、投資及理財政策，致力提高企業管治常規之
透明度，並為股東爭取最佳回報。有關本公司企業管治常規之詳情可查閱二零二
一年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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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上市規則

董事認為，除守則條文第A.2.1條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守則之規定。

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有所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
任。主席與行政總裁間之職責應清楚劃分，並以書面訂明。然而，本公司並無區
分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職位，並由黃業强先生同時兼任。現行架構將令本公司迅速
及有效地作出及執行決策。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就其董事進行的證券交易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標準守則之規定作為
其操守準則。經向本公司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彼等確認於截至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標準規定。

承董事局命
主席
黃業强

香港，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局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黃業强先生（主席）、黃天祥博士工
程師、黃慧敏女士及申振威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智思先生、胡經昌先生及
楊俊文博士。

本公佈全文亦可於以下網站查閱：
(i) http://www.yaulee.com；及
(ii) http://www.irasia.com/listco/hk/yaul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