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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進昇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相應期間
的未經審核比較數據。

業務及財務回顧

本集團是於香港從事(i)建築工程；(ii)提供建築機械租賃；及(iii)建築機械買賣的分包商。本集團提供的
建築工程主要包括地基及地盤平整工程以及建築工程及一般建築工程。建築機械租賃指向客戶租賃建築

機械及建築車輛、提供機械操作員及運輸服務。本集團亦從事新建築機械（主要為地基機械）買賣。截至

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業務營運並無重大變動。

收入

於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收入來自建築工程、建築機械租賃及建築機械買賣。以下載
列本集團於截至2018年及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收入分佈。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千港元

（未經審核）

2017年
千港元

（未經審核）   

建築工程 41,022 56,379
建築機械租賃 62,919 119,081
建築機械買賣 5,880 32,513   

109,821 207,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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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建築工程收入

於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來自九個項目（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十一個項目）的建築
工程服務的收入約41.0百萬港元（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56.4百萬港元），佔本集團總收入約
37.3%（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27.1%），收入減少主要是由於建築項目基本已竣工。與截至
2017年9月30日止同一期間相比，於期末已竣工項目貢獻的收入相對較低。此外，於本期間本集團已獲
授並開始推進一個新項目。

於2018年9月30日共有八個手頭項目，未付合約總額約109.2百萬港元。預計六個項目將於截至2019年3
月31日止年度完成，兩個項目將於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年度完成，並預期有關項目並不會出現任何重
大中斷。以下載列於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為本集團創收的項目清單：

地盤地點 工程種類 狀況   

香港國際機場 地基及地盤平整工程 已竣工

香港口岸 地基及地盤平整工程 施工中

西九龍總站北 建築工程及一般建築工程 施工中

屯門 建築工程及一般建築工程 施工中

蓮塘╱香園圍口岸 建築工程及一般建築工程 施工中

安達臣道石礦場 地基及地盤平整工程 施工中

香港國際機場北商業區 地基及地盤平整工程 施工中

港珠澳大橋香港交界設施 地基及地盤平整工程 施工中

－車輛通關廣場及附屬樓宇及設施

油塘 地基及地盤平整工程 施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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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建築機械租賃收入

於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來自建築機械租賃的收入約62.9百萬港元（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
月：119.1百萬港元），佔本集團總收入約57.3%（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57.3%）。來自建築機
械租賃收入的收入大幅減少，主要是由於高鐵香港段及港珠澳大橋人工島基本完工及沙田至中環綫的會

展站挖掘工程暫停所致。

建築機械買賣收入

於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來自建築機械買賣業務的收入約為5.9百萬港元（截至2017年9月30日
止六個月：32.5百萬港元），佔本集團總收入約5.4%（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15.6%）。買賣建
築機械的收入由於該等機械需求下降而大幅減少，而需求下降主要是由於高鐵香港段及港珠澳大橋人工

島完工以及市場上的新建築項目減少所致。

毛（損）╱利及毛（損）╱利率

毛利減少174.1%，由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約26.8百萬港元轉變為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
六個月的毛損約19.9百萬港元。毛利率下降，由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率12.9%轉變為截
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毛損率18.1%。毛利率下跌主要由於建築工程的毛利率有所下跌及所購機
械持續錄得重大折舊成本所致。

建造工程毛利率下降乃主要由於部分工地的不可預測地質狀況以及若干項目在完工階段產生額外建築成

本所致。

建築機械租賃毛利率下降乃主要由於本期間機械持續錄得重大折舊成本。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
月，折舊成本約佔總銷售額的25.6%，而折舊成本佔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總銷售額約19.5%。
此外，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燃料及汽油成本顯著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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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行政開支

本集團於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行政開支約13.0百萬港元，較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約
10.5百萬港元增加約23.6%，主要是由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而令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產生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虧損約3.6百萬港元。

淨（虧損）╱溢利

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除稅後虧損約為30.8百萬港元，而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錄得溢
利約12.3百萬港元，減少主要是由於本期間產生毛損所致。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本集團主要透過股東注資、銀行借款、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入為流動資金及資本要求提供資金。

於2018年9月30日，本集團有銀行結餘約75.9百萬港元（2018年3月31日：約77.4百萬港元）。本集團於
2018年9月30日的計息負債約為108.8百萬港元（2018年3月31日：約135.3百萬港元）。資產負債比率按
計息負債總額款項除以權益總額計算。本集團於2018年9月30日的資產負債比率約為49.8%（2018年3月
31日：約53.6%），減少約3.8%。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任何中期股息。

展望

於本期間，香港建築行業日趨飽和加劇市場競爭。未來幾年，香港建築行業預期將繼續充滿挑戰，除非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將突然出台任何經濟支持政策及採取任何措施。除了市場競爭加劇，直接勞工及材

料成本的持續上漲無疑增加了行業參與者的整體運營風險。

儘管全球經濟尚未明朗，鑒於政府透過推出各類短期、中期及長期土地供應措施持續致力實施基建投資

及住宅政策，董事對香港建築市場前景維持樂觀態度。另外，董事將密切及審慎監察香港地基及地盤平

整行業以及建築機械租賃行業的最新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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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資產抵押

於2018年9月30日及2018年3月31日，本集團合計賬面淨值分別約53.2百萬港元及67.1百萬港元的機械
及設備，以及合計賬面淨值分別約9.7百萬港元及9.6百萬港元的保險預付款均根據融資租賃作抵押。

外匯風險

本集團主要在香港經營業務，大部分經營交易（例如收入、開支、貨幣資產及負債）以港元（「港元」）列

賬。董事認為，本集團並無重大外匯風險，且本集團擁有充裕資源可隨時應對外匯需要。因此，本集團

於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概無應用任何衍生合約用以對沖其可能面臨的外匯風險。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18年9月30日，本集團僱用222名員工（2017年9月30日：231名）。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
員工成本總額（包括董事薪酬）約42.6百萬港元（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約44.1百萬港元）。本集
團僱員的薪金及福利水平具有競爭力，並會透過本集團的薪金及花紅制度就個別員工的表現給予獎勵。

本集團每年均根據各僱員的表現查核薪金增長、酌情花紅及晉升情況。

於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概無因勞工爭議而與其僱員發生任何重大問題，亦無在招
聘及挽留有經驗的員工方面出現任何困難。

資本承擔

本集團於2018年9月30日概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

或然負債

於2018年9月30日，一家附屬公司於一宗（2018年3月31日：四宗）涉及人身傷害賠償索償的高等法院訴
訟中列為被告人，所涉金額約10.5百萬港元（2018年3月31日：約6.8百萬港元）。董事現正查閱有關索
償，並認為有關索償受相關保單保障。概無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就潛在責任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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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並無進行任何重大收購及出售。

重大投資

於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並無持有重大投資。

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計劃。

股份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自2016年12月8日起，本公司股份已於聯交所主板上市。於超額配股權獲行使後，就本公司上市收取的
所得款項，扣除包銷佣金及其他有關估計上市開支，包括於綜合全面收益表確認及自股份溢價賬中扣減

者（「所得款項淨額」）約為102.3百萬港元。於2018年9月30日，所得款項淨額已作如下用途：

股份發售

所得款項淨額

直至2018年
9月30日之

實際動用金額

於2018年
9月30日之
未動用金額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更換及優化機械機群 80.4 22.8 57.6
增加勞動力 12.2 6.4 5.8
一般營運資金 9.7 9.7 –    

102.3 38.9 63.4    

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已存入香港持牌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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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附註

 

2018年
千港元

（未經審核）

2017年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收入 5 109,821 207,973
銷售成本 (129,693) (181,147)    

毛（損）利 (19,872) 26,826
其他收入 7 3,173 2,257
行政開支 (12,969) (10,489)
融資成本 8 (2,781) (3,408)    

除稅前（虧損）溢利 (32,449) 15,186
所得稅抵免（開支） 9 1,662 (2,87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溢利及 
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10 (30,787) 12,310    

每股（虧損）盈利：

基本及攤薄 12 (2.97港仙) 1.19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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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8年9月30日

附註

於2018年
9月30日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於2018年
3月31日
千港元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3 93,938 112,358
就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支付的按金 – 1,565    

93,938 113,923    

流動資產

存貨 1,385 6,211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質保金 14 178,103 212,373
應收客戶合約工程款項 15 – 17,073
合約資產 15 12,465 –
按金、預付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4,324 14,363
可收回所得稅 2,474 464
銀行結餘及現金 75,899 77,441    

284,650 327,925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6 46,189 46,463
應付客戶合約工程款項 15 – 264
合約負債 15 – –
應付關聯公司款項 38 86
銀行借款 38,766 45,452
融資租賃下的責任－一年內到期 40,701 38,027    

125,694 130,292    

流動資產淨值 158,956 197,633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52,894 31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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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2018年9月30日

附註

於2018年
9月30日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於2018年
3月31日
千港元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下的責任 
－一年後到期 29,356 51,820
遞延稅項負債 4,971 7,274    

34,327 59,094    

資產淨值 218,567 252,462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7 10,375 10,375
儲備 208,192 242,087    

權益總值 218,567 252,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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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股本 股份溢價 其他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i）      

於2017年4月1日（經審核） 10,375 109,078 35,457 91,839 246,749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 – – 12,310 12,310      

於2017年9月30日（未經審核） 10,375 109,078 35,457 104,149 259,059      

於2018年4月1日（經審核） 10,375 109,078 35,457 97,552 252,462
調整（附註3.3） – – – (3,108) (3,108)      

於2018年4月1日（未經審核） 10,375 109,078 35,457 94,444 249,354
期內虧損及全面開支總額 – – – (30,787) (30,787)      

於2018年9月30日（未經審核） 10,375 109,078 35,457 63,657 218,567      

附註：

i) 其他儲備指於業務轉讓予本集團前控股股東有關建築機械租賃業務（「建築機械租賃業務」）注資的保留溢利。自

2015年4月1日起，建築機械租賃業務已從控股股東轉讓至聯友建築有限公司（「聯友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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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千港元

（未經審核）

2017年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營運所得現金 35,742 47,585
已付所得稅 (2,037) –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33,705 47,585   

投資活動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7,088) (13,98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2,485 4,128
已收銀行利息收入 1 6
向關聯方墊款 – (7,760)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4,602) (17,614)   

融資活動

已籌集的新銀行貸款 37,403 23,903
償還銀行貸款 (44,089) (23,282)
償還融資租賃下的責任 (21,130) (21,616)
已付利息 (2,781) (3,408)
還款予關聯公司 (48) (5,354)
向控股股東墊款 – 2,735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30,645) (27,02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額 (1,542) 2,949

期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7,441 99,342   

期末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以銀行結餘及現金表示） 75,899 102,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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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2016年4月21日根據開曼群島法律第22章公司法（1961年第3號法例，經綜合及修訂）在
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於2016年12月8日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
港聯交所」）主板上市。其最終控股公司及直接控股公司為潤金環球有限公司（一家於英屬處女群島

（「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的地址為香港新界

屯門海榮路22號屯門中央廣場11樓1108室。

本公司是一家投資控股公司，而主要附屬公司主要從事建築工程、提供建築機械租賃及買賣建築

機械。

簡明中期綜合財務報表乃以港元（「港元」）呈列，與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的功能貨幣相

同。

2. 編製基準

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簡明中期綜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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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此外，簡明中期綜合財務報表亦已根據香
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的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3.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中期綜合財務報表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簡明中期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2018年3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綜合財
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一致,惟不包括以下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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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以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其中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修訂及

詮釋（「詮釋」），該等準則於2018年4月1日開始之本集團財政年度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客戶合約收入及相關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的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2014年至2016年週期的年度 
改進的一部分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的修訂 以股份為基礎的支付交易的分類及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的修訂 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保險合約一併應用的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的修訂 投資物業的轉移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2號

外幣交易及預付代價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導致本集團的會計政策發生變動及於簡明中期綜合財務報表中確認
的金額作出調整。新會計政策載於下文附註4。本中期期間採納的其他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對本集團當期及過往期間的財務表現及狀況及╱或此等簡明中期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披露並

無重大影響。

3.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並就以下各項
引入新規定：(1)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分類及計量；(2)金融資產減值；及(3)一般對沖會計
處理。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過渡條文，本集團對於首次應用日期（即2018年4月1
日）並無終止確認的金融工具追溯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並選擇不重列比較數字。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於首次應用時的賬面值差額於2018年4月1日於保留盈利及權益的其他
組成部分中確認。



中期報告 2018 進昇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16

簡明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3.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續）

3.1.1 分類及計量

於初步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日期，本集團管理層已根據本集團管理該等金融
資產及其合約現金流量特徵的業務模式對本集團持有的所有金融資產進行檢討及評

估，並將其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分類至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適當類別，相關闡
釋如下：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質保金、合約資產及先前分類為貸款的其他應收款項以及按攤

銷成本列賬的應收款項：

該等項目以旨在收取純粹為支付本金及未償還本金的利息的合約現金流量的業務模

式持有。因此，該等金融資產其後在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後繼續按攤銷成本
計量。

所有其他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將持續按先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計量的相同基
準計量。

3.1.2 金融資產減值

本集團擁有下列須遵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新減值規定之金融工具類型：

按攤銷成本列賬的貿易應收款項及合約資產：

本集團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項下的簡化法就預期信貸虧損（「預期信貸虧損」）
計提撥備，並就所有貿易應收款項及合約資產確認全期預期信貸虧損。為計量預期

信貸虧損，貿易應收款項及合約資產按共有的信貸風險特徵進行分類。

具有低信貸風險╱信貸風險並未大幅上升的金融資產：

本集團就以下金融工具計量12個月預期信貸虧損：

• 其他金融資產包括信貸風險自初步確認以來並無大幅上升的應收質保金、其他

應收款項以及銀行結餘及現金。

基於本公司董事的評估，於2018年4月1日計提約3,722,000港元虧損撥備，因此降低
期初保留盈利約3,722,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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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3.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約收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11號建築合約、香港會計準則第18號收入及
相關詮釋，且適用於所有來自客戶合約的收入，除非該等合約乃屬其他準則的範疇則作別

論。此新準則建立五步模型，用以釐定是否確認收入及其確認的金額及時間。

本集團已選擇就於初步應用日期（即2018年1月1日）尚未完成的客戶合約採納經修訂追溯
法，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的累計影響則作為對保留盈利或權益的其他組成部
分（如適用）的期初結餘的調整，且並無重列比較資料。詳情載述如下。

根據簡明中期綜合財務報表需求，本集團將已確認來自客戶合約的收入分類歸入能描述收

入及現金流量的性質、金額、時間及不確定性如何受經濟因素影響的類別。進一步披露載

於簡明中期財務資料附註5。

本集團主要從事建築工程、提供建築機械租賃及買賣建築機械。建築工程服務及建築機械

均以與客戶訂立的分開計算合約銷售。

3.2.1 銷售貨品

本集團認為，來自買賣建築機械之收入的處理與先前會計政策一致，應於該資產的

控制權轉移予客戶的時間點（一般發生在貨品交付時）確認。因此，採納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第15號就此而言對收入確認的時間並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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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3.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約收入（續）

3.2.2 提供服務

本集團涉及一份先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1號入賬的建築合約，而該合約於2018年
4月1日尚未完成。本集團認為該合約將繼續隨時間確認，並使用輸入法衡量進度。
因此，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就此而言對確認收入的時間並無影響。於初步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時，應收╱付客戶合約工程款項約17,073,000港元及
264,000港元分別於2018年4月1日重新分類至合約資產及合約負債。

3.2.3 向客戶收取的墊款

本集團就建築機械租賃服務向客戶收取墊款。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前，
本集團於簡明中期綜合財務狀況表將該等墊款呈列為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於採納

香港財務報告第15號後，本集團評估預收客戶款項與向客戶轉讓貨品之間時間跨度
超過一年的合約中是否存在重大融資部分（其中會考慮當前的利率）並於適當情況下

調整合約開始時的交易價格。然而，本集團應用實際權宜方法，不調整任何重大融

資部分的交易價格，原因為付款與轉移相關服務的期間通常不足一年。本集團於貿

易及其他應付款項中就尚未提供或交付的建築機械租賃服務而收取客戶的預付款項

確認合約負債（即稱為預收款項）。

除上文所述者外，本公司董事認為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對(i)相關期間收入
確認的金額或時間；及(ii)本集團於簡明中期綜合財務報表之呈列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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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3.3 初步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產生的影響
概況

下表概述初步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時就簡明綜合財務狀
況表的各個項目所確認之期初結餘調整：

於2018年
3月31日

應用香港

財務報告

準則第9號
的影響

應用香港

財務報告

準則第15號
的影響

於2018年
4月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合約資產 – – 17,073 17,073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質保金 212,372 (3,722) – 208,650
應收客戶合約工程款項 17,073 – (17,073) –

合約負債 – – 264 264
應付客戶合約工程款項 264 – (264) –
遞延稅項負債 7,274 (614) – 6,660

保留盈利 97,552 (3,108) – 94,444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對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並無影響。

除上文所述者外，於本中期期間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其他修訂本對2018年9月30日的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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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4. 會計政策變動

4.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4.1.1 分類及計量

根據實體管理金融資產的業務模式及該資產現金流量特徵，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
號範疇之所有已確認金融資產其後按攤銷成本或公平值計量。

就本集團的權益工具而言，本集團其後按公平值計量該等工具。初步確認時，本集

團可作出不可撤回的選擇（按個別工具基準）將權益工具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

面收益（前提為該工具既非持作買賣，亦非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的業務合併
中收購方所確認的或然代價），並將公平值收益及虧損於其他全面收益確認及於投資

重估儲備累計。累計收益或虧損於終止確認時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而是將轉撥至

保留盈利。來自權益工具的股息於本集團收取付款的權利已確立時，繼續於損益中

作為其他收入確認。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權益工具的公平值變動於適用情況下在簡

明中期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的「其他收益╱（虧損）」中確認。

4.1.2 金融資產減值

本集團就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須予減值之金融資產（包括按攤銷成本列賬之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質保金以及其他應收款項）的預期信貸虧損（「預期信貸虧損」）確

認虧損撥備。預期信貸虧損金額於每個報告日期更新，以反映信貸風險自初步確認

相關金融工具以來的變動。

就貿易應收款項而言，本集團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所准許的簡化法，並記錄
該等金融工具預計年期內的所有可能違約事件導致的全期預期信貸虧損。評估預期

信貸虧損時，本集團已制定計及本集團過往信貸虧損經驗並就債務人及經濟環境的

特定前瞻性因素作出調整的撥備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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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4. 會計政策變動（續）

4.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續）

4.1.2 金融資產減值（續）

就其他金融工具（包括應收質保金、其他應收款項以及銀行結餘及現金）而言，預期

信貸虧損乃基於12個月預期信貸虧損。12個月預期信貸虧損指由報告日期後12個月
內的可能違約事件導致的部分全期預期信貸虧損，除非信貸風險自初步確認金融工

具以來一直大幅上升，否則將基於全期預期信貸虧損作出撥備。對於全期預期信貸

虧損應否確認的評估乃以自初步確認以來發生違約的可能性或風險大幅上升為依據。

評估信貸風險自初步確認以來有否大幅上升時，本集團將金融工具於報告日期發生

違約的風險與在初步確認日期所評估者進行比較。於評估時，本集團考慮合理有據

的定量及定性資料，包括過往經驗及無需過多成本或精力投入即可獲得的前瞻性資

料。本集團假定金融資產的信貸風險於合約付款逾期超過30日時有大幅上升，除非
本集團存有合理有據的資料支持其他情況則作別論。

儘管有上述規定，本集團假設在金融資產被釐定為於報告日期具有低信貸風險情況

下，金融資產的信貸風險自初步確認以來並無明顯上升。金融資產在以下情況下被

釐定為具有低信貸風險：(i)違約風險低；(ii)借款人擁有雄厚實力足以支付其短期內
的合約現金流量責任；及(iii)經濟及業務狀況在更長期內出現的不利變動可能但不一
定會減弱借款人履行其合約現金流量責任的能力。

預期信貸虧損的計量乃有關違約概率、違約虧損率及違約風險的函數，其按所有根

據合約應付本集團的合約現金流量與本集團預期收取的現金流量兩者間的差額估

計，並按原實際利率貼現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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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4. 會計政策變動（續）

4.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約收入

確認收入旨在描述以反映實體預期就向客戶提供承諾貨品及服務而有權換取代價的金額向

客戶轉讓該等貨品及服務。具體而言，本集團使用五步法確認收入：

• 第一步：識別與客戶之合約

• 第二步：識別合約之履約責任

• 第三步：釐定交易價格

• 第四步：按合約中的履約責任分配交易價格

• 第五步：當（或於）本集團完成履約責任時確認收入

當（或於）完成履約責任時，即與特定履約責任相關的貨品或服務的「控制權」轉讓予客戶

時，本集團確認收入。

履約責任指可明確區分的貨品或服務（或一組貨品或服務）或大致相同的一系列可明確區分

的貨品或服務。就包含一項以上履約責任的合約而言，本集團按相對獨立的售價基準將按

各項履約責任分配交易價格。

符合下列其中一項標準，則控制權隨時間轉移，而收入參照已履行相關履約責任的進展情

況而隨時間確認：

• 於本集團履約時，客戶同時取得並耗用本集團履約所提供的利益；

• 本集團的履約產生或提升一項在產生或提升時由客戶控制的資產；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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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4. 會計政策變動（續）

4.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約收入（續）

• 本集團的履約並未產生讓本集團有替代用途的資產，且本集團對迄今已完成履約的

付款具有可強制執行的權利。

否則，收入於客戶獲得可明確區分的貨品或服務控制權的時間點確認。

本集團於計算完全履行相關履約責任的進度時應用投入法，並按直接計量迄今已轉讓予客

戶的貨品或服務的價值與於根據合約承諾的餘下商品或服務的價值之比例確認收入。

合約資產指本集團就本集團已向客戶轉讓的貨品或服務而於交換中收取代價的權利（尚未成

為無條件）。合約資產的減值評估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進行。相反，應收款項指
本集團收取代價的無條件權利，即代價僅需隨時間推移即會成為到期應付。

合約負債指本集團就已向客戶收取代價（或代價已到期應付款項）而須向客戶轉讓相關貨品

或服務的責任。

4.2.1 重大融資部分

就付款與轉讓相關貨品之間的期間在一年或以內的合約而言，本集團應用簡易處理

法而不調整任何重大融資部分的交易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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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5. 收入

收入指建築工程、建築機械租賃服務及買賣建築機械產生的收入。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千港元

（未經審核）

2017年
千港元

（未經審核）   

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來自客戶合約收入
－建築工程的合約收入 41,022 56,379
－買賣建築機械 5,880 32,513

來自其他來源的收入

－建築機械租賃服務 62,919 119,081   

109,821 207,973   

下列載述本集團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來自客戶合約及其他來源的收入分類：

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建築工程 建築機械租賃 買賣建築機械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按市場地區劃分

香港 41,022 62,919 5,880 109,821     

收入確認時間

時間點 – – 5,880 5,880
一段時間 41,022 62,919 – 103,941     

41,022 62,919 5,880 109,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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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5. 收入（續）

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建築工程 建築機械租賃 買賣建築機械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按市場地區劃分

香港 56,379 119,081 32,513 207,973     

收入確認時間

時間點 – – 32,513 32,513
一段時間 56,379 119,081 – 175,460     

56,379 119,081 32,513 207,973     

6. 分部資料

向董事（即主要經營決策者）呈報以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的資料，集中於所提供的服務類別。

於達致本集團的可呈報分部時，並無彙集主要經營決策者所識別的經營分部。

尤其是，本集團的可呈報分部如下：

– 建築工程；

– 建築機械租賃；及

– 買賣建築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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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6. 分部資料（續）

分部收入及業績

本集團按可呈報及經營分部劃分的收入及業績分析如下。

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建築工程 建築機械租賃 買賣建築機械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外部收入 41,022 62,919 5,880 109,821
分部間收入 – 34,710 – 34,710     

分部收入 41,022 97,629 5,880 144,531    

抵銷 (34,710) 

集團收入 109,821 

分部（虧損）溢利 (9,766) (19,175) 1,041 (27,900)    

未分配收入 3,173
未分配企業開支 (4,941)
未分配融資成本 (2,781) 

除稅前虧損 (32,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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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6. 分部資料（續）

分部收入及業績（續）

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建築工程 建築機械租賃 買賣建築機械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外部收入 56,379 119,081 32,513 207,973
分部間收入 – 34,866 – 34,866     

分部收入 56,379 153,947 32,513 242,839    

抵銷 (34,866) 

集團收入 207,973 

分部溢利 4,103 15,581 1,984 21,668    

未分配收入 2,257
未分配企業開支 (5,331)
未分配融資成本 (3,408) 

除稅前溢利 15,186 

經營分部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會計政策相同。分部（虧損）溢利指各分部（所產生的虧損）所賺取的

溢利，但不包括中央行政成本、董事薪酬、其他收入及融資成本的分配。此為向董事進行匯報以

作資源分配及評估表現的方式。

分部間銷售按訂約雙方共同協定的條款進行。



中期報告 2018 進昇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28

簡明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6. 分部資料（續）

分部資產及負債

本集團按可呈報及經營分部劃分的資產及負債分析如下：

分部資產

於2018年
9月30日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於2018年
3月31日
千港元

（經審核）   

建築工程 139,243 147,949
建築機械租賃 133,787 178,833
買賣建築機械 27,122 36,977   

分部資產總額 300,152 363,759
企業及其他資產 78,436 78,089   

資產總額 378,588 441,848   

分部負債

於2018年
9月30日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於2018年
3月31日
千港元

（經審核）   

建築工程 93,375 109,832
建築機械租賃 21,049 24,350
買賣建築機械 750 –   

分部負債總額 115,174 134,182
企業及其他負債 44,847 55,204   

負債總額 160,021 189,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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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6. 分部資料（續）

分部資產及負債（續）

就監察分部表現及於分部間分配資源目的而言：

－ 除未分配按金、預付款及其他應收款項、可收回所得稅以及銀行結餘及現金外，所有資產

均分配予經營分部。可呈報分部共同使用的資產按照個別可呈報分部賺取的收入分配；及

－ 除未分配其他應付款項、應付關聯公司款項、銀行借款及遞延稅項負債外，所有負債均分

配予經營分部。可呈報分部共同承擔的負債按照分部資產的比例分配。

7. 其他收入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千港元

（未經審核）

2017年
千港元

（未經審核）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 2,190 1,416
輔助及其他服務收入 835 603
保險索賠 135 198
銀行利息收入 1 6
雜項收入 12 34   

3,173 2,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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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8. 融資成本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千港元

（未經審核）

2017年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有關下列各項的利息：

－銀行借款 745 844
－融資租賃下的責任 2,036 2,564   

2,781 3,408   

9. 所得稅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千港元

（未經審核）

2017年
千港元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27 3,522

遞延稅項 (1,689) (646)   

所得稅（抵免）開支 (1,662) 2,876   

附註：

a)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之法例及法規，本集團毋須於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繳納任何所得稅。

b) 截至2018年及2017年9月30日止期間，香港利得稅按估計應課稅溢利的16.5%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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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10. 期間（虧損）溢利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千港元

（未經審核）

2017年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扣除以下各項後達致的期間（虧損）溢利：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8,118 40,635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3,629 –
有關辦公室物業及倉儲區的經營租賃租金 637 61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金額 4,826 30,450
匯兌虧損淨額 – 15   

11. 股息

於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並無派發、宣派或建議派發任何股息，自中期結束以來亦無建
議派發任何股息（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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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12. 每股（虧損）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的計算依據如下：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千港元

2017年
千港元   

（虧損）盈利

藉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之（虧損）盈利 (30,787) 12,310   

2018年 2017年

股份數目

藉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1,037,500 1,037,500   

由於截至2018年及2017年9月30日止期間並無任何流通在外攤薄潛在普通股，因此每股攤薄（虧
損）盈利等於每股基本盈利。

13.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斥資約7,088,000港元（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約13,988,000港元）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已出售賬面總值約295,000港元（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
個月：約2,712,000港元）的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現金所得款項約2,485,000港元（截至2017年
9月30日止六個月：4,128,000港元），導致出售收益約2,190,000港元（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六個
月：出售收益約1,416,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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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14.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質保金

下表載列於各報告期末貿易應收款項的分析：

於2018年
9月30日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於2018年
3月31日
千港元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 166,928 195,203
減：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14,398) (7,047)   

152,530 188,156
應收質保金（附註） 25,573 24,217   

178,103 212,373   

附註： 除於2018年9月30日約5,792,000港元（2018年3月31日：約8,356,000港元）預期於一年後收回或結算的
金額外，所有餘額預期於一年內收回。由於本集團預期於其一般營運週期內變現應收質保金，故所有應

收質保金計入流動資產。

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

本集團並無標準及通用的信貸期授予其客戶，而個別客戶的信貸期會按個別情況考慮及於項目合

約中規定（如適用）。於各報告期末，根據接近收入確認日期的經核證報告或發票呈列的貿易應收

款項（扣除貿易應收款項的減值撥備）的賬齡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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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14.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質保金（續）

於2018年
9月30日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於2018年
3月31日
千港元

（經審核）   

30日內 12,983 29,930
31至60日 13,973 25,697
61至90日 12,169 7,315
91至180日 26,538 14,373
181至365日 34,117 85,623
365日以上 52,750 25,218   

152,530 188,156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根據撥備矩陣計提約3,629,000港元的減值撥備。

15. 合約資產（負債）及應收（應付）客戶合約工程款項

合約資產

於2018年
9月30日
千港元

（未經審核）  

合約工程 12,465  

合約資產主要與本集團收取已完成及未開票工程的代價的權利有關，因為該等權利以本集團於報

告日期就建築工程達成指定里程碑的未來履約情況為條件。當該等權利成為無條件時，該等合約

資產將轉撥至貿易應收款項。倘已發出進度證明書╱發票，則本集團通常將其合約資產轉撥至貿

易應收款項。

本集團應用簡化方式計提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訂明的預期信貸虧損。董事認為，於2018年9
月30日，全期預期信貸虧損撥備並不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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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15. 合約資產（負債）及應收（應付）客戶合約工程款項（續）

合約負債

於2018年
9月30日
千港元

（未經審核）  

合約工程 –  

合約負債主要與給予客戶的進度款超過建築工程報告日期於損益確認的累計收入有關。

於初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後，於2018年4月1日，應收╱應付客戶合約工程款項約
17,073,000港元及264,000港元分別重新分類為合約資產及合資負債。有關影響詳載於附註3.3。

16.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2018年
9月30日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於2018年
3月31日
千港元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23,568 25,221
預收款項 – 79
其他應付款項 11,600 10,292
應計費用 11,021 10,871   

46,189 46,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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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16.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續）

下文為報告期末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按發票日期呈列）：

於2018年
9月30日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於2018年
3月31日
千港元

（經審核）   

30日內 5,977 14,635
31至60日 648 3,148
61至90日 5,984 777
91至365日 9,870 5,838
365日以上 1,089 823   

23,568 25,221   

獲授的平均信貸期為30日。本集團已施行財務風險管理，以確保所有應付款項均於信貸時限內結
清。

17.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港元   

法定

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
於2018年3月31日及2018年9月30日 10,000,000,000 100,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2018年3月31日及2018年9月30日 1,037,500,000 10,3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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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18. 資產抵押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已抵押以下資產予銀行及融資租賃機構，以就授予本集團的銀行信貸及融資

租賃作抵押：

於2018年
9月30日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於2018年
3月31日
千港元

（經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 53,192 67,073
保險預付款 9,686 9,623   

62,878 76,696   

19. 或然負債

於2018年9月30日，一家附屬公司於一宗（2018年3月31日：四宗）涉及人身傷害賠償索償的高等
法院訴訟中列為被告人，所涉金額總額約為10,524,000港元（2018年3月31日：約6,766,000港
元）。本公司董事認為有關索償受相關保單保障。概無於綜合財務報表就潛在責任作出撥備。

20.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交易

本公司以股權支付的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根據於2016年11月15日通過的書面決議案採納購股權計劃（「該計劃」），該計劃將於2026
年12月7日屆滿，主要旨在激勵董事及合資格員工。根據該計劃，本公司董事會可向合資格僱員
（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董事）授出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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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20.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交易（續）

本公司以股權支付的購股權計劃（續）

未經本公司股東事先批准，就可能根據該計劃授出的購股權的股份總數不得超過本公司在任何時

間點已發行股份的10%。未經本公司股東事先批准，在任何一年內就向任何個人授出或可能授出
的購股權已發行及將予發行的股份數目不得超過本公司在任何時間點已發行股份的1%。倘授予主
要股東或獨立非執行董事的購股權超過本公司股本的0.1%或其價值超過5,000,000港元，則須提
前獲得本公司股東的批准。

支付1.00港元後，授出的購股權必須於授出日期獲接納。購股權可於授出購股權日期起十週年內
隨時行使。行使價由本公司董事會釐定，且將不低於：(i)本公司股份面值；(ii)本公司股份於授出
日期之收市價；及(iii)緊接授出日期前五個營業日股份的平均收市價中最高者。

自採納該計劃起及於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並無授出任何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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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21. 關聯方交易

關鍵管理人員薪酬

本公司董事及其他關鍵管理人員於期內的薪酬如下：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千港元

（未經審核）

2017年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短期福利 3,064 3,246
離職後福利 34 45   

3,098 3,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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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本公司相信有效的企業管治常規為提升股東價值與保障股東及其他利益相關者權益的基礎，因此，其致

力達致及維持良好的企業管治標準。因此，董事會極為注重訂定及執行適當的企業管治常規，確保具有

透明度、富問責精神及有效內部控制。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於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
月，本公司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惟下文所述有關偏離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A.2.1條
除外。本公司將繼續加強其企業管治常規，以配合本集團的業務營運及發展。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

條文第A.2.1條，本公司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職責應有區分，並不應由同一人兼任。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
整個期間及直至本報告日期，本公司主席由胡永恆先生擔任，而本公司行政總裁一職仍然懸空。本公司

的日常運作及管理由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監督。董事會認為，雖然本公司並無委任行政總裁，但權力

及職權可透過董事會之運作以確保平衡，董事會由具經驗的人員組成，且彼等會不時會面討論對本公司

運作有影響的議題。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董事
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經本公司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
個月內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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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續）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的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淡倉

於2018年9月30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知會本
公司及聯交所；或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登記於本公司存置的登記冊；或須根據標準守則另行
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i) 於股份的好倉

董事姓名 身份╱權益性質 所持股份數目

持股概約

百分比    

胡永恆先生（「胡先生」） 受控制法團權益－法團權益（附註） 610,995,000 58.89%

附註： 該610,995,000股股份由潤金環球有限公司（「潤金」）持有，而潤金由胡先生全資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胡先生被視作於該610,995,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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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續）

(ii) 於相聯法團普通股的好倉

董事姓名 相聯法團名稱 身份╱性質 所持股份數目 持股百分比     

胡先生 潤金 實益權益（附註） 1 100%

附註： 胡先生實益擁有潤金全部已發行股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胡先生被視作或當作於潤金持有的全部股
份中擁有權益。胡先生為潤金的董事。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2018年9月30日，本公司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
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須予存置之登記冊，或根據標準守則須另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的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淡倉

於2018年9月30日，據本公司任何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所知或以其他方式所獲悉，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
股份中擁有或被視為或被當作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條文向本公司披露及須在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的登記冊內記錄的權益或淡倉的法團或個人（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
除外）的詳情如下：

姓名╱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所持股份數目

持股概約

百分比    

潤金 實益權益（附註1） 610,995,000 58.89%
郭慧嫦女士（「郭女士」） 配偶權益（附註2） 610,995,000 5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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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續）

附註：

1) 該610,995,000股股份由潤金實益擁有，而潤金由胡先生全資擁有。

2) 郭女士為胡先生的配偶，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郭女士被視作於胡先生所持有的610,995,000股股份中擁有權
益。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2018年9月30日，並無其他人士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記錄於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存置之登記冊，或須另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2016年11月15日採納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的主要條款概述於本公司日期
為2016年11月28日的招股章程附錄四。購股權計劃旨在吸引及挽留最稱職人員、向本集團僱員（全職及
兼職）、董事、諮詢人、顧問、分銷商、承包商、供應商、代理、客戶、商業夥伴或服務供應商提供獎

勵以及推動本集團業務創出佳績。

自2016年11月15日採納購股權計劃起，概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行使、註銷購股權或使之失效。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證券

於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
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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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續）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並遵照上市規則訂有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

行董事組成，分別為李文泰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黃耀傑先生及梁家輝先生。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審核委員會確信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適用的會計準則及規定以及上市規則而編製，並已充分作出相關披

露。

承董事會命

進昇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胡永恆

香港，2018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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