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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的特色

創業板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一個
上市的市場。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的
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老
練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所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主板買賣
之證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
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報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
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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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告的資料乃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
有關仁恒實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的董事（「董事」）願就本報告的資
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
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事
項，足以令致本報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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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營業額約為20,039,000港元，較二零
一二年同期增加約21.6%；

•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約為2,995,000港
元，較二零一二年同期增加約468.3%；及

•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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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呈列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二年同期的未經審核比較數字
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附註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4 20,039 16,477

銷售成本  (11,838) (9,666)
   

毛利  8,201 6,811

其他收入及收益 5 2,199 526

其他收益及虧損 6 (26) –

銷售及分銷成本  (2,132) (1,561)

行政開支  (2,615) (3,372)

研發成本  (1,927) (1,465)
   

除稅前溢利 7 3,700 939

稅項 8 (705) (412)
   

期內溢利  2,995 527

其他全面收入：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時產生的匯兌差額  763 2,071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3,758 2,598
   

每股盈利 9
 －基本  1.50港仙 0.26港仙
   

 －攤薄  1.50港仙 0.26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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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業績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二日於開曼群島成立，並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註冊為獲豁免
有限公司。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而其附屬公司主要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國」）從事製造及銷售煙草機械產品。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分別為PO Box 
309, Ugland House, Grand Cayman, KY1-1104, Cayman Islands及香港金鐘夏愨道16
號遠東金融中心38樓3805室。

2.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財務報表已按照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包括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以及創業板上市規則的披露規定編製。

編製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未經審核財務報表時所用的會計政策與
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財務報表中採用者一致。

3.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已應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於本集團由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
度生效的所有準則、修訂及詮釋。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未對本
集團的會計政策及本集團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的呈報產生重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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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營業額

營業額指來自銷售貨品及煙用香精香料調配及加料加香機械建造合約的收益。本集團
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銷售貨品 4,573 12,929
煙用香精香料調配及加料加香機械建造合約的收益 15,466 3,548
  

 20,039 16,477
  

本集團的經營活動主要為製造及銷售煙草機械產品的單一經營分類。按產品對本集團
營業額所作的分析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煙用香精香料調配及加料加香機械建造合約的收益 15,466 3,548
銷售
 – 風力送絲系統 1,403 2,790
 – 煙用預壓打包機械 – 644
 – 其他產品 3,170 9,495
   

 20,039 16,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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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及收益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材料及零部件銷售，扣除收益 105 257
租金收入 237 218
利息收入 617 51
補貼收入（附註） 1,236 –
其他 4 –

   

 2,199 526
   

附註： 根據揚州市人民政府為推進揚州市及其轄下各縣企業尋求公開上市而發出的文
件，寶應仁恒實業有限公司（「寶應仁恒」）於成功上市後可獲取補貼收入。該金
額為寶應縣人民政府向寶應仁恒授予的補貼收入。該等補貼收入並無附帶未達
致條件。因此，本集團於收取時確認補貼收入。

6.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26 –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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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除稅前溢利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董事酬金 292 315
其他員工成本：
 薪金、花紅及津貼 2,115 2,007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88 140
 以股份支付的開支 – 131
  

總員工成本 2,595 2,593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89 354
核數師酬金 200 175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2,920 7,648
確認為開支的建造合約成本 8,918 2,018
有關經營租賃租金
 土地使用權 19 19
 辦公室物業 66 40

  

8. 稅項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開支由以下各項組成：

中國企業所得稅
 – 本期 705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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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集團並無於香港產生或自香港獲取應課稅溢利，因此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中
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中國企業所得稅撥備乃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實施條例按15%（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三個月：15%）的稅率就中國稅項估計應課稅收入釐定。

9. 每股盈利

於兩個期間的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就計算每股基本及
  攤薄盈利應佔期內溢利 2,995 527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數目
  的加權平均數
 潛在攤薄股份的影響 200,000,000 200,000,000
  購股權 283,946 –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數目
  的加權平均數 200,283,946 200,000,000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由於經調整的購股權行使價（未歸屬購股權公
平值調整後）高於未行使期間該等股份的平均市價，因此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時並無假設
本公司的購股權獲行使。

10.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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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權益變動

    任意 法定  物業 購股權
 股本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盈餘儲備 盈餘儲備 資本儲備 重估儲備 儲備 匯兌儲備 累計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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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2,000 52,940 49,091 3,338 6,053 999 2,775 124 9,193 53,383 179,896
期內溢利 – – – – – – – – – 527 527
換算一間海外附屬公司時
 產生的匯兌差額 – – – – – – – – 2,071 – 2,071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 – – – 2,071 527 2,598
           

確認股權結算以股份支付 – – – – – – – 155 – – 155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2,000 52,940 49,091 3,338 6,053 999 2,775 279 11,264 53,910 182,649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2,000 52,940 49,091 3,338 12,318 999 2,775 742 9,212 76,804 210,219
期內溢利 – – – – – – – – – 2,995 2,995
換算一間海外附屬公司時
 產生的匯兌差額 – – – – – – – – 763 – 763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 – – – 763 2,995 3,758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2,000 52,940 49,091 3,338 12,318 999 2,775 742 9,975 79,799 213,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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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從事製造及銷售煙草機械產品業務，並就該等產品提供維護、檢修及
改造服務。本集團的營業額主要產生於三類煙草專用機械產品，即煙用香精香料調配及
加料加香機械、風力送絲系統（「風力送絲系統」）及煙用預壓打包機械（「煙用預壓打包機
械」）。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集團的收益較去年同期增長約21.6%至
20,039,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約16,477,000港元）。該增
幅主要由於本季度若干大型煙用香精香料調配及加料加香機械項目確認收益。毛利率於
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兩個期間分別穩定於約41.3%及
40.9%。

延續成本管理，本集團於當前財政期間的經營開支（包括銷售及分銷成本以及行政開
支）輕微下降3.8%至約4,737,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約
4,933,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純利達約2,995,000港元（截
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約527,000港元），增長約468.3%。除有利的經
營業績外，於回顧期內收訖及確認補貼收入亦對該增長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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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集團大部分收入來自銷售煙草專用機械產
品，達約16,869,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約6,982,000港
元）。增長約141.6%主要由於煙用香精香料調配及加料加香機械項目確認收益，總額
達約15,466,000港元，而去年同期約為3,548,000港元。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向位於重
慶、江西及吉林的客戶提供煙用香精香料調配及加料加香機械。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集團正向位於青島、雲南及河南的捲煙生產
商提供風力送絲系統，並預計於隨後數月完成。因此，於回顧期內就風力送絲系統確認
的收益達約1,403,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約2,790,000港
元）。與此同時，本集團銷售及營銷人員就煙用預壓打包機械項目合約正積極物色煙葉
複烤廠並與之磋商。

本集團技術人員時刻致力於設計及開發新產品並努力向客戶推出擴大的產品系列。於回
顧期內，本集團繼續開發新型煙用香精香料調配及加料加香機械，迄今為止已完成基礎
系統模塊，並正進行軟件設計以集成各模塊的功能與運作。其他新產品（如噴灑裝置及
煙包切片機械）正進行可行性研究，噴灑裝置原型製造將於研究取得滿意結果後開始。

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的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已根據本公司股東
於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日通過的書面決議案採納。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旨在向參
與者授予購股權，以對其向本集團所作的貢獻進行激勵或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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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於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日，以每股行使價0.96港元認
購合共1,300,000股股份的購股權已授予十名參與人（包括一名執行董事、四名本集團高
級管理層及五名本集團僱員），各自獲授購股權的代價為10.00港元。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有關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授予的購股權詳情如
下：

         佔本公司
    於二零一三年    於二零一三年 已發行股
    一月一日 期內 期內 期內 三月三十一日 本的概約
承授人姓名 授予日期 可行使期間 每股行使價 尚未行使 授予 行使 失效 尚未行使 百分比
 （年╱月╱日） （年╱月╱日） （港元）

董事
孫朝暉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三年 0.96 200,000 – – – 200,000 0.10%
 十月二十日 一月一日至
  二零二一年
  十月十九日

本集團高級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三年 0.96 1,100,000 – – – 1,100,000 0.55%
 管理層及員工 十月二十日 一月一日
  至二零二一年
  十月十九日
         

    1,300,000 – – – 1,300,000 0.65%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的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乃根據於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日由本公司股東通過
的書面決議案採納，主要旨在讓為本集團利益努力的人士及各方有機會獲得本公司的股
權，從而將其利益與本集團的利益掛鈎，激勵彼等為本集團的利益而更加努力。直至二
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概無購股權根據購股權計劃被授予董事，合資格僱員及其他外
界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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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的權益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
（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規定被視為或當作擁有的權益或淡倉），或須載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
置的登記冊內，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有關董事進行證券買賣的準則要求須知
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如下：

好倉

本公司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

   首次公開發售前
  所持已發行 購股權計劃下 本公司已發行
姓名 身份╱權益性質 普通股數目 相關股份數目 股本的概約百分比 *

董事
魏勝鵬先生 (1) 受控制法團權益及家族權益 150,000,000 – 75%
劉利女士 (2) 受控制法團權益及家族權益 150,000,000 – 75%
孫朝暉先生 個人權益 – 200,000 0.10%

* 該百分比指擁有權益的股份╱相關股份數目除以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的
已發行股份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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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LinkBest Capital Group Limited（「LinkBest」）由魏勝鵬先生全資擁有，彼於本公司90,000,000
股股份中擁有權益。魏勝鵬先生亦為劉利女士的配偶，因此彼被視為於由劉利女士全資擁有
的公司Open Venture Global Limited（「Open Venture」）所持有的60,0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
益。

2. Open Venture為劉利女士全資擁有，其於本公司60,0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劉利女士
亦為魏勝鵬先生的配偶，因此彼被視為於由魏勝鵬先生全資擁有的公司LinkBest所持有的
90,0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述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概無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或彼等
聯繫人士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的任何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任何權益或淡
倉。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的權益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根據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的登記冊（上
述就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所披露者除外）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以下各方於本公
司股份中擁有權益如下：

好倉

本公司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

  所持已發行 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
股東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普通股數目 百分比

LinkBest (1) 實益擁有人 90,000,000 45%

Open Venture (2) 實益擁有人 60,000,000 30%

魏勝鵬先生 (3) 受控制法團權益及家族權益 150,000,000 75%

劉利女士 (4) 受控制法團權益及家族權益 150,000,000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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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LinkBest為魏勝鵬先生全資擁有。

2. Open Venture為劉利女士全資擁有。

3. 魏勝鵬先生為LinkBest的唯一股東，LinkBest於本公司90,0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而魏
勝鵬先生作為劉利女士的配偶，彼被視為於劉利女士全資擁有的公司Open Venture所持有的
60,0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4. 劉利女士為Open Venture的唯一股東，Open Venture於本公司60,0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
益，而劉利女士作為魏勝鵬先生的配偶，彼被視為於魏勝鵬先生全資擁有的公司LinkBest所
持有的90,0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述披露者外，本公司並不知悉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任何
其他相關權益或淡倉。

競爭權益

概無本公司董事或控股股東或彼等各自的聯繫人士（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於與本集團
業務存在或可能存在競爭的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任何股份。

合規顧問權益

經本公司合規顧問申銀萬國融資（香港）有限公司（「申銀萬國」）告知，於二零一三年三月
三十一日，申銀萬國或其董事或員工或聯繫人士概無於本公司或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股
本中擁有任何權益（包括購股權或認購該等證券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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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申銀萬國與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訂立的協議，申銀萬國就擔任本公司
合規顧問已收取或將收取費用。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日成立審核委員會。該委員會目前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
事，並由黃耀傑先生擔任主席。餘下成員為譚旭生先生及江興琪先生。審核委員會根據
創業板上市規則已檢閱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業
績，並認為該等業績遵守適用會計準則且已作出足夠的披露。

承董事會命
仁恒實業控股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
孫朝暉

香港，二零一三年五月九日

於本報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魏勝鵬先生、劉利女士及孫朝暉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
譚旭生先生、黃耀傑先生及江興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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