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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進昇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581）

Progressive Path Group Holdings Limited

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 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收入約為262.1百萬港元，較截至2020年9

月30日止六個月增加約 28.7%。

• 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約為15.7百萬港元，較截至2020年9

月30日止六個月增加約 34.1%。

• 毛利率由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約5.7%增至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
六個月約6.0%。

• 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5.6百萬港元，
較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減少約9.2%。

• 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每股基本盈利約為0.54港仙，較截至2020

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減少約 8.5%。

•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截至 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

進昇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截至 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期間」）的未經
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截至 2020年9月30日止相應期間的可資比較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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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4 262,119 203,639

銷售成本 (246,433) (191,942)  

毛利 15,686 11,697

其他收入 5 4,339 7,641

行政開支 (10,928) (10,101)

貿易應收款項虧損撥備 (300) (1,020)

合約資產虧損撥備 (539) –

融資成本 6 (3,079) (2,831)  

除稅前溢利 8 5,179 5,386

所得稅抵免 7 410 771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5,589 6,157
  

應佔期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5,589 6,158

－非控股權益 – (1)  

5,589 6,157
  

每股盈利 10

－基本及攤薄 0.54港仙 0.59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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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1年9月30日

於2021年
9月30日

於2021年
3月31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84,353 149,637

就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支付的按金 6,412 4,655

已抵押按金 – 1,789  

190,765 156,081  

流動資產
貿易應收款項 11 151,245 149,503

合約資產 46,510 50,267

按金、預付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7,653 14,948

已抵押按金 13,576 2,157

銀行結餘及現金 12,417 16,781  

241,401 233,656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82,535 75,883

銀 行 借 款 13 50,736 40,602

租賃負債 43,574 39,389

應付所得稅 193 38  

177,038 155,912  

流動資產淨值 64,363 77,744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55,128 233,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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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1年
9月30日

於2021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50,554 34,275

遞延稅項負債 7,006 7,571  

57,560 41,846  

資產淨值 197,568 191,979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0,375 10,375

儲備 187,209 181,62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97,584 191,995

非控股權益 (16) (16)  

總權益 197,568 19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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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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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於2016年12月8日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主板上市。其直接控股公司及最終控股公司為潤金環球有限公司（一家於英屬處女
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地址及主要營業地點為香港新界屯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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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公司主要附屬公司從事建築工程及提供建築機械租
賃。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以港元（「港元」）呈列，港元亦為本集團之功能貨幣。

2. 編製基準

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已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
16的適用披露規定及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
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3.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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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以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本，
其中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修訂本，該等準
則於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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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號的修訂本 COVID-19相關租金寬減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修訂本 2021年6月30日之後COVID-19相關租金減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
則第3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及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16號的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第二階段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上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本對本集團當期及過往期間之財務表
現及狀況及╱或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所載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 6 –

4. 收入及分部資料

收入指建築工程及建築機械租賃所產生的收入。本集團於截至 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的收入分析如下：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範圍內客戶合約收入
－建築工程 85,674 94,995

其他來源的收入
－建築機械租賃 176,445 108,644  

262,119 203,639
  

以下載列按確認時間劃分的本集團於客戶合約收入細分：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確認時間
－一段時間 85,674 94,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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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於所提供服務
的類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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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可呈報分部如下：

– 建築工程；及

– 建築機械租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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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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建築工程 建築機械租賃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外部收入 85,674 176,445 262,119
分部間收入 – 81,691 81,691   

分部收入 85,674 258,136 343,810
  

抵銷 (81,691) 

集團收入 262,119
 

分部溢利 882 6,556 7,438
  

未分配收入 4,339
未分配企業開支 (3,519)
未分配融資成本 (3,079) 

除稅前溢利 5,179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建築工程 建築機械租賃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外部收入 94,995 108,644 203,639
分部間收入 – 50,773 50,773   

分部收入 94,995 159,417 254,412
  

抵銷 (50,773) 

集團收入 203,639
 

分部溢利 314 4,232 4,546
  

未分配收入 7,641
未分配企業開支 (3,970)
未分配融資成本 (2,831) 

除稅前溢利 5,386
 



– 8 –

經營分部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之會計政策相同。分部溢利指各分部所賺取的溢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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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向主要經營決策者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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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資產及負債

本集團資產及負債按可呈報及經營分部劃分的分析如下：

分部資產

於2021年

9月30日

於2021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建築工程 135,775 129,097

建築機械租賃 260,568 232,975  

分部資產總額 396,343 362,072

企業及其他資產 35,823 27,665  

資產總額 432,166 389,737
  

分部負債

於2021年

9月30日

於2021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建築工程 77,592 67,669

建築機械租賃 96,921 79,935  

分部負債總額 174,513 147,604

企業及其他負債 60,085 50,154  

負債總額 234,598 197,758
  

就監察分部表現及於分部間分配資源目的而言：

－ 除已抵押按金、人壽保險保證金及預付款項、若干其他應收款項以及銀行結餘及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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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除若干其他應付款項、銀行借款、應付所得稅及遞延稅項負債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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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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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計量本集團的分部資產及負債時，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租賃負債分別約 184,353,000

港元及94,128,000港元（2021年3月31日：149,637,000港元及73,664,000港元）分配予建築工程
及建築機械租賃分部。然而，有關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及租賃負債之利息分別
約2,606,000港元（2020年：554,000港元）及2,464,000港元（2020年：2,489,000港元）並未計入截
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分部業績的計量。倘將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及租賃負
債之利息計入分部業績的計量，截至 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建築工程及建築機械租賃
分部溢利將分別約為 1,034,000港元（2020年：分部虧損約 589,000港元）及6,546,000港元（2020

年：約3,200,000港元）。

5. 其他收入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2,606 554

政府補助 669 5,891

保險索賠 561 498

輔助及其他服務收入 490 591

其他 13 107  

4,339 7,641
  

6. 融資成本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有關下列各項的利息：
－銀行借款 615 342

－租賃負債 2,464 2,489  

3,079 2,831
  



– 10 –

7. 所得稅抵免（開支）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108) (30)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47) –

遞延稅項 565 801  

所得稅抵免 410 771
  

8. 除稅前溢利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扣除以下各項後達致的期間除稅前溢利：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3,794 29,763

  

9. 股息

於截至2021年及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並無派發或建議派發任何股息，自報告期末以
來亦無建議派發任何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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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計算依據如下：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藉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盈利為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期間溢利 5,589 6,158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千股 千股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份數目

藉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37,500 1,037,500
  

由於截至2021年及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並無任何流通在外攤薄潛在普通股，因此每股
攤薄盈利等於每股基本盈利。



– 12 –

11. 貿易應收款項

下表載列於各報告期末貿易應收款項的分析：

於2021年

9月30日

於2021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 176,909 174,867

減：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25,664) (25,364)  

151,245 149,503
  

根據報告期末發票日期（與各收入確認日期相近）呈列的貿易應收款項（扣除虧損撥備）的
賬齡分析如下：

於2021年

9月30日

於2021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日內 27,651 34,408

31至60日 29,297 44,734

61至90日 28,548 17,943

91至180日 26,460 8,989

181至365日 18,818 19,452

365日以上 20,471 23,977  

151,245 149,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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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2021年

9月30日

於2021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39,962 38,032

其他應付款項 22,761 17,393

應計費用 19,812 20,458  

82,535 75,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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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9月30日

於2021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日內 10,245 10,489

31至60日 8,954 11,012

61至90日 4,892 4,451

91至365日 13,286 10,287

365日以上 2,585 1,793  

39,962 38,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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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銀行借款

於2021年 於2021年
9月30日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擔保 15,250 4,182

未擔保 35,486 36,420  

50,736 40,602
  

應償還款項賬面值（根據載列於貸款協議的計劃還款日期劃分）：

於2021年 於2021年
9月30日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37,187 27,516

一年後但於兩年內 2,923 2,588

兩年後但於五年內 7,574 6,848

五年後 3,052 3,650  

50,736 40,602
  

毋須於報告期末起計一年內償還但包含按要求償還條款
的銀行借款的賬面值（列為流動負債） 13,549 13,086

一年內應償還的賬面值 37,187 27,516  

列為流動負債的金額 50,736 40,602
  

14. 可比較數據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行政開支的比較數據約1,020,000港元已重新分類至貿易應
收款項虧損撥備，以符合本期間的呈列。

重新分類對本集團於2020年9月30日的總權益或本集團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損
益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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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及財務回顧

本集團主要從事 (i)建築工程及 (ii)提供建築機械租賃服務。建築工程指地基及
地盤平整工程承辦的建築項目。我們的建築機械租賃服務指向客戶租賃建築
機械及建築車輛，而提供機械操作員及運輸服務為我們一站式建築機械租賃
服務的一部分。

本集團於本期間錄得收入約262.1百萬港元，較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同期的約
203.6百萬港元增加28.7%。該增加主要是由於來自建築機械租賃的收入增加。
淨溢利由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約6.2百萬港元輕微下降至本期間約5.6百
萬港元，原因為於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同期確認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
政府的防疫抗疫基金非經常性政府補貼的影響。除上述補貼的影響外，本期間
整體表現有所改善，主要來自我們的建築機械租賃業務，以應付香港部分基建
及填海工程不斷增加的需求。

儘管自2020年初爆發的COVID-19疫情為香港經濟帶來不明朗因素，但建造業可
能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值得慶幸的是，憑藉我們的聲譽及技術能力，本集
團並未因COVID-19疫情的爆發而於完成建築項目方面遭遇或遇到任何重大困
難及供應商的任何供應鏈嚴重中斷。隨著香港特區政府近年宣佈若干基建及
填海項目，本集團已作好充分準備，因為我們已加強我們的機械車隊，以因應
不斷增加的需求而爭取更多市場份額。

展望未來，儘管COVID-19疫情並未對我們的運營產生任何重大影響，但我們將
保持審慎的財務管理方法，以應付目前充滿挑戰的經濟環境。此外，本集團對
香港地基行業及工程機械租賃業務的前景仍持審慎樂觀態度。本集團將繼續
努力提高運營效率及業務盈利能力，並將積極尋找能夠拓寬本集團收入來源
並提升本公司股東價值的潛在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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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於本期間，本集團的收入來自建築工程及建築機械租賃。以下載列本集團於截
至2021年及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收入明細。

截 至 9 月 30 日 止六 個 月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建築工程 85,674 94,995

建築機械租賃 176,445 108,644  

262,119 203,639
  

建築工程收入

於本期間，我們的建築工程的六個項目（截至 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七個項
目）貢獻的收入約為85.7百萬港元（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95.0百萬港元），
佔總收入約32.7%（截至 2020年9月 30日止六個月：46.6%）。收入減少主要由於屯
門－赤鱲角及竹篙灣臨時檢疫設施的建築項目貢獻的建築工程竣工所致。同
時，本集團於本期間獲授兩項新項目，合約金額約為14.0百萬港元。

於2021年9月30日，本集團手頭上有六個項目，未完成總合約金額約為105.9百萬
港元。四個項目預期於截至 2022年3月31日止年度竣 工，兩個項目預期於截至
2023年3月31日止年度竣工，及預期該等項目不會有任何重大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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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載列本期間項目清單：

地盤地點╱項目 工程種類 狀況

安達臣道石礦場 地基及地盤平整工程 施工中
油塘 地基及地盤平整工程 已竣工
屯門－赤鱲角－北面連接路 

海底隧道段
地基及地盤平整工程 已竣工

西九龍雨水排放系統改善計劃－
水塘間轉運隧道計劃

地基及地盤平整工程 施工中

鴨脷洲內地段第136號 地基及地盤平整工程 施工中
啟德體育園 地基及地盤平整工程 施工中
香港國際機場－自動行人道 (APM)

及行李處理系統 (BHS)

地基及地盤平整工程 施工中

東頭－過渡性房屋共享計劃 地基及地盤平整工程 施工中

建築機械租賃收入

期內，建築機械租賃所得收入約為176.4百萬港元（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108.6百萬港元），佔總收入約67.3%（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53.4%）。本集
團建築機械租賃所得收入增加乃由於我們機隊的平均租賃價格較高，以及香
港的基礎設施及填海工程的建築機械需求大幅增加，收入增加主要來自赤鱲
角機場三跑道系統及香港國際機場二號客運大樓以及東涌新市鎮擴展。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的毛利總額由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約11.7百萬港元增加約4.0百
萬港元或約 34.1%至本期間約 15.7百萬港元，而我們的毛利率由截至 2020年9月
30日止六個月約5.7%輕微增加至本期間約6.0%。

毛利增加主要由於建築機械租賃收入增加。

毛利率增加主要由於我們機隊的平均租賃價格較高、分包工程較多的建築項
目毛利率較高，以更好地控制成本，以及本集團在競投利潤率較高的新合約時
更加謹慎；然而，其部分被我們的勞動力成本增加的不利影響所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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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

本集團的其他收入由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7.6百萬港元減少至本期
間的約 4.3百萬港元。該減少主要是由於截至 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確認主要
來自香港特區政府推出的防疫抗疫基金非經常性政府補助約5.9百萬港元。

行政開支

本期間，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約為10.9百萬港元，較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約10.1百萬港元增加約8.2%。該增加乃主要由於本期間員工成本及保險開支增
加所致。

貿易應收款項及合約資產虧損撥備

本集團的貿易應收款項及合約資產的整體虧損撥備由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
個月的約1.0百萬港元減少至本期間的約 0.8百萬港元。有關減少主要由於本期
間貿易應收款項總額增量減少所致。

淨溢利

淨溢利由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約6.2百萬港元減少約0.6百萬港元至本期
間約5.6百萬港元。淨溢利減少主要歸因於本期間確認其他收入減少及收入增
加的綜合影響。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本集團主要透過股東注資、銀行借款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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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30日，本集團有銀行結餘約12.4百萬港元（2021年3月31日：16.8百萬
港元）。本集團於2021年9月30日的計息負債約為144.9百萬港元（2021年3月31日：
114.3百萬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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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30日的資產負債比率約為73.3%（2021年3月31日：59.5%），增加約
13.8%。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本期間任何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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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自2020年初爆發的COVID-19疫情嚴重衝擊香港經濟，進而對建築行業造成嚴重
影響，儘管如此，隨著疫苗的推出及全面接種疫苗的人數增加，預計未來疫情
將得到控制。隨著香港經濟逐步復甦，本集團預計地基行業將有所改善，並預
期公營及私營機構的地基建築工程招標機會將穩步增加。同時，本集團已更換
及強化我們的機隊以鞏固市場地位，以提高生產效率並把握未來機遇。然而，
競爭對手之間的激烈競爭，加上直接材料成本及勞工工資的上升趨勢，為我們
的經營業績增加不確定因素。

鑒於香港特區政府於2021–22年度財政預算案所提及的未來數年將於基礎設施
方面有1,000億港元的年度資本開支及提供約14,000套過渡性房屋單位，本集團
對建築市場的長遠發展持保守樂觀態度。憑藉本集團的競爭優勢，董事會對本
集團的未來發展仍然充滿信心。

資產抵押

於2021年9月30日，本集團的若干銀行借款及租賃負債以總賬面淨值約113.9百
萬港元（2021年3月31日：78.2百萬港元）的物業、廠房及設備，總賬面值約 9.5百
萬港元（2021年3月31日：6.7百萬港元）的人壽保險保證金及預付款項以及總賬
面值約13.6百萬港元（2021年3月31日：3.9百萬港元）的存款作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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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本期間概無應用任何衍生合約
用以對沖其可能面臨的外匯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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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21年9月30日，本集團僱用455名員工（2020年9月30日：391名）。本期間的員工
成本總額（包括董事薪酬）約95.2百萬港元（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約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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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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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2021年9月30日，本集團並無重大資本承擔（2021年3月31日：無）。

或然負債

於2021年9月30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2021年3月31日：無）。

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本期間，本集團並無進行任何重大收購及出售。

重大投資

於本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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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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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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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
（「企業管治守則」）。於本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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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間及直至本公告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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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其本身有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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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等於本期間內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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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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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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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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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審核委
員會信納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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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發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業績公告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www.ppgh.com.hk)上刊登。本公司於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載
有上市規則所規定的全部資料，將於適當時間寄發予股東及在上述網站刊發。

致謝

董事會謹此感謝本集團管理層及全體員工的勤奮工作及竭誠服務，亦向股東、
業務夥伴及其他專業人士的持續支持表達誠摯的感謝。

承董事會命
進昇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及執行董事
胡永恆

香港，2021年11月29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包括胡永恆先生及陳德明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包
括黃耀傑先生、李文泰先生及梁家輝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