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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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新加坡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302）

Kinergy Corporation Ltd.
光 控 精技有限公司 *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光控精技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以下統稱「本集團」）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及未經審核中
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連同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比較數字。

概要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6月30日 變動
變動

百分比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新加坡元）（千新加坡元）（千新加坡元）

收益 71,410 77,545 (6,135) –7.9%
期間利潤 2,696 4,627 (1,931) –41.7%
EBITDA附註1 5,721 7,188 (1,467) –20.4%

附註1 EBITDA使用期間利潤扣除期間所得稅、折舊、攤銷及利息開支計算得出。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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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全面收入表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附註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收益 4 71,410 77,545
銷售成本 (59,245) (65,053)  

毛利 12,165 12,492
其他收入及收益 5 1,033 1,358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1,830) (1,474)
一般及行政開支 (6,745) (6,432)
其他開支 6 (840) (316)
財務成本 (273) (123)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252) —  

除稅前利潤 7 3,258 5,505
所得稅開支 8 (562) (878)  

期間利潤 2,696 4,627  
   
其他全面收入：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海外業務換算的匯兌差額

(1,702) 1,397
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投資證券的 
公平值變動 (4,323) 314  

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3,329) 6,338
  

以下各方應佔期間利潤：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 2,617 4,517
非控股權益 79 110  

2,696 4,627
  

以下各方應佔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 (3,081) 6,075
非控股權益 (248) 263  

(3,329) 6,338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新加坡分） 9 0.28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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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4,015 24,179
使用權資產 2,328 2,255
無形資產 304 208
投資證券 11 22,762 24,063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12 13,072 11,464
遞延稅項資產 877 907
物業、廠房及設備墊款 19 3  

非流動資產總值 63,377 63,079  

流動資產
存貨 13 59,105 52,266
貿易應收款項 14 27,459 32,252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4,094 5,83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5 33,108 41,706  

流動資產總值 123,766 132,057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6 26,583 34,803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5,337 9,606
保修撥備 65 41
計息貸款及借款 17 27,552 13,762
應付所得稅 1,355 1,436  

流動負債總額 60,892 59,648  

流動資產淨值 62,874 72,409  

非流動負債
計息貸款及借款 17 6,373 7,030
遞延稅項負債 26 160  

非流動負債總額 6,399 7,190  

資產淨值 119,852 128,298
  

權益
股本 18 91,293 91,293
儲備 14,208 22,130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105,501 113,423
非控股權益 14,351 14,875  

權益總額 119,852 128,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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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為於新加坡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及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及營業地點為1 Changi North Street 1, Lobby 2, Singapore 
498789。

本公司主要從事(i)電子行業的合約製造、設計、工程及組裝；(ii)自動化機
器、儀器、系統及設備的設計、製造及銷售；及(iii)基金管理服務以及進
行股本證券及基金的投資業務。

本公司於新加坡經營及其附屬公司於中國、菲律賓及日本經營。

2. 編製基準及本集團會計政策的變動

(i)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
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
期財務報告及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條文所編製。

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所需的一切
資料及披露，並應與本集團於2021年12月31日的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一
併閱讀。

除非另有說明，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新加坡元（新加坡
元）呈列，所有價值已取整至最接近的千位數（千新加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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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本集團採納的新訂準則、詮釋及修訂

編製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2021
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遵循者一致，惟採納於2022
年1月1日起生效之新訂準則除外。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已頒佈但尚未
生效的任何其他準則、詮釋或修訂。

若干修訂於2022年首次應用，惟不會對本集團的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產生影響。

3. 分部資料

就管理目的而言，本集團根據產品或服務組織業務單位，有以下三個可呈
報經營分部：

(i) 電子製造服務專注於為原始設備製造商製造成套機器、子系統及部件。
電子製造服務分部主要產品包括劃片機及研磨機等成套機器和工件
固定器、滑塊系統及料盒處理器等子系統。

(ii) 原始設計製造分為自動化設備部及精密工具部，設計及製造主要用
於半導體後段設備行業的本集團自有「Kinergy」品牌專利自動化設備、
精密工具及部件。原始設計製造分部的主要產品包括自動框架裝載
機等設備、封裝模組和模具等精密工具以及部件。

(iii) 投資，主要從事提供基金管理服務以及進行有關股本證券及基金的
投資業務。

本集團的主要經營決策者為行政總裁，負責審閱所售主要類別產品╱所
提供服務的收益及業績，以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業績。經營分部的會計政
策即本集團會計政策。分部業績乃根據可呈報分部利潤（即計量經調整毛
利）評估。由於經營分部對本集團資產及負債的分析毋須定期提交予主要
經營決策者審閱，因此並無披露相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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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業務分部劃分的收益明細

下表列載於截至2022年及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按業務分部劃分之收益：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新加坡元 % 千新加坡元 %

電子製造服務 63,425 88.8 73,325 94.6
原始設計製造 6,373 8.9 2,781 3.6
投資 1,612 2.3 1,439 1.8    

71,410 100.0 77,545 100.0
    

地區資料

下表列載於截至2022年及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按地區劃分之收益。謹
請留意明細數字按客戶地區劃分。我們的客戶（尤其是跨國公司）可能選
擇在不同地區的辦事處發出訂單，而使用產品的地點可能不同於客戶所
在的地區。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新加坡元 % 千新加坡元 %

新加坡 50,803 71.1 57,641 74.3
中國內地 6,758 9.5 6,011 7.8
美國 5,823 8.2 10,791 13.9
菲律賓 2,260 3.2 369 0.5
日本 1,797 2.5 547 0.7
其他國家 3,969 5.5 2,186 2.8    

71,410 100.0 77,54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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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

收益明細

電子製造服務 原始設計製造 投資 收益總額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2022年 2021年 2022年 2021年 2022年 2021年
（未經審核）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貨品或服務類別
銷售貨品 63,139 72,787 6,373 2,781 — — 69,512 75,568
提供服務 286 538 — — 1,612 1,439 1,898 1,977        

63,425 73,325 6,373 2,781 1,612 1,439 71,410 77,545
        

轉讓貨品或服務時間
於某一時間點 63,425 73,325 6,373 2,781 — — 69,798 76,106
於一段時間內 — — — — 1,612 1,439 1,612 1,439        

63,425 73,325 6,373 2,781 1,612 1,439 71,410 77,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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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及收益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其他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215 107
政府補助(a) 299 647
股息收入 111 —
服務收入 — 12
租賃收入 — 13
其他 — 11  

625 790  

收益
淨外匯差額 365 315
一項業務的議價購買收益 — 24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43 4  

408 568  

1,033 1,358
  

(a) 該金額為來自新加坡及中國政府部門各項支援計劃取得的補助，主
要旨在(i)保障當地市民的就業狀況；(ii)提供現金流量支援及協助當地
公司於Covid-19疫情期間挽留其當地僱員；及(iii)鼓勵業務發展。概無
有關該等補貼的未達成條件及其他或然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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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開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投資證券的公平值虧損
淨額 840 316

  

7. 除稅前利潤

本集團除稅前利潤乃於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得出：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存貨成本 47,419 55,82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534 888
使用權資產折舊 552 548
無形資產攤銷 104 124
研發開支 1,765 1,975
短期租賃 34 17
核數師酬金 188 130
專業費用 189 138
僱員福利開支（不包括董事及行政總裁薪酬）：

— 工資及薪金 11,557 9,692
— 退休金計劃供款 1,701 1,158
添置保修撥備 32 21
淨外匯差額 (365) (315)
政府補助 (299) (64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43) (4)
存貨報廢（撇銷）╱撥備 (51) 11
銀行利息收入 (215)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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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開支

截至2022年及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所得稅開支的主要組成部分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即期所得稅 552 869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10 9  

所得稅開支 562 878
  

9.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金額乃根據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六個月利潤及於截至
2022年及2021年6月30日止期間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920,393,394股及
887,447,734股分別作計算。

由於截至2022年及2021年6月30日止期間本集團並無已發行潛在可攤薄普
通股，故所呈列截至2022年及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每股基本盈利金
額並未就攤薄予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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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載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所使用的收入及股份數據：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盈利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間利潤 2,617 4,517

  

於6月30日
2022年 2021年

股份數目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920,393,394 887,447,734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新加坡分） 0.28 0.51

  

10. 股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於報告期間宣派及派付：
普通股股息：
—2021年末期免息（一級）股息：每股0.52 
新加坡分 4,786 —

  

建議但未確認為負債
普通股股息：
—2022年中期免息（一級）股息：無（2021年：
每股0.13新加坡分） — 1,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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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投資證券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
— 無報價股本投資 12,519 9,400
— 已報價股本投資 4,337 4,434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
— 無報價股本投資 5,906 10,229  

22,762 24,063
  

12.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本集團於聯營公司的投資概述如下：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Continuumm Technologies 2,039 —
南通智造基金 8,794 8,937
南陽基金 2,239 2,527  

13,072 11,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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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主要聯營公司詳情如下：

聯營公司名稱
註冊╱
經營地點 主要業務

本集團應佔所有權
權益百分比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透過本公司持有：
Continuumm 

Technologies
新加坡 生產電線及電纜組件及

線束以及與電子有關
的工業設計服務

49% —

透過本公司 
附屬公司持有：
南通智造基金 中國 私人股本投資 20% 20%
南陽基金 中國 私人股本投資 20% 20%

13. 存貨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原材料 45,255 38,337
在製品 6,470 9,906
製成品 7,380 4,023  

存貨總額（以成本與可變現淨值的較低者為準） 59,105 52,266
  



– 14 –

14. 貿易應收款項

於報告期末，基於發票日期並已扣除撥備的貿易應收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 0至30天 14,622 15,174
— 31至60天 9,618 14,204
— 61至90天 1,640 1,648
— 超過90天 1,579 1,226  

27,459 32,252
  

1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現金及銀行結餘 24,342 28,801
短期存款 8,766 12,905  

33,108 4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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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貿易應付款項

於報告期末，基於發票日期的貿易應付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 0至30天 10,541 13,412
— 31至60天 8,032 9,466
— 61至90天 3,866 6,087
— 超過90天 4,144 5,838  

26,583 34,803
  

17. 計息貸款及借款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租賃負債 1,167 1,038
5,000,000新加坡元的2%無抵押銀行貸款 3,991 4,599
5,000,000新加坡元的2.5%無抵押銀行貸款 4,049 4,528
無抵押銀行貿易融資 23,741 9,914
銀行透支 977 713  

33,925 20,792  

還款期如下：
— 不超過1年 27,552 13,762
— 1年後但不超過2年 2,485 2,236
— 2年後但不超過5年 3,817 4,723
— 5年後 71 71  

33,925 20,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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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千新加坡元

已發行及繳足普通股(1)：
於2021年1月1日 857,419,324 84,857
已發行普通股 62,974,070 6,436  

於2021年12月31日（經審核）、2022年1月1日及
2022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920,393,394 91,293

  

(1) 所有已發行股份均為並無票面值的繳足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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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1. 概覽

我們是1988年在新加坡成立的大型合約製造商，主要於半導體加工設備行
業專門生產設備、機械、子系統、精密工具及零部件，於新加坡、中國及
菲律賓均建有自用生產設施。我們有電子製造服務、原始設計製造及投資
等三個分部。電子製造服務分部專注為原始設計製造商生產子系統、成套
機器及部件，亦為客戶提供保修期後維護及調試服務。原始設計製造分部
主要集中以自有「Kinergy」品牌設計及製造用於半導體後段設備行業的自
動化設備、精密工具及部件。投資分部專注於提供資金管理服務以及進行
股本證券及基金的投資業務。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收益主要來自電子製造服務分部，
佔總收益的約88.8%。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原始設計製造及投資
分部的收益分別佔總收益的約8.9%及2.3%。

2. 業務回顧及前景

全球經濟正逐步復甦。然而，自2022年初以來，大多數主要經濟體的增長
動力顯著放緩，且新一波Covid-19變種病毒、地緣政治衝突持續（尤以俄羅
斯與烏克蘭之間關係為甚）、長期供應鏈中斷、全球通脹加劇及勞工市場
挑戰等各種因素，加上行業競爭依然激烈，導致經濟前景仍然未見明朗。

— 電子製造服務分部

電子製造服務分部受到全球半導體行業需求下降的負面影響，原因是：

1. 全球通脹加劇及瀕臨經濟衰退導致全球消費者購買力指數嚴重
下降；

2. 中美貿易及科技戰持續以及烏克蘭戰爭，對全球供應鏈造成不
利影響，阻礙商品生產及服務的正常運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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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ovid-19疫情發展變化不斷，導致所有社會、經濟及官僚活動的
效率和生產力急劇下降。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總收益同比下降約13.5%。

為延續本集團獲取製造能力的策略，本集團於報告期間已投資線束
及電纜組件製造商Continuumm Technologies的49%股權。此舉將提高本
集團的能力及競爭力。

我們積極發展半導體前端業務的成績令人鼓舞。我們與潛在客戶幾
次洽商後均獲得正面回應，於報告期間更屢次成功申請報價及進行
交付。管理層對能夠從客戶接獲潛在規模可觀的新訂單感到鼓舞。

— 原始設計製造分部

原始設計製造分部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上半年的收益呈大幅增長，
同比增長約129.2%。自2022年初以來，市場對半導體加工設備的需求
殷切，且預期將持續一段時間。於六個月期間，原始設計製造分部著
手為中國市場開發新型飛邊機，目標於2022年年底前推出市場。此舉
將增加我們本身「光大精技」品牌半導體加工設備的供應。本分部亦
獲一名新客戶供應測試插座部件，並投資約1.7百萬新加坡元生產設
備以提升本集團的能力。預期此新業務2022年的收益約為5百萬新加
坡元。

— 投資分部

受中國針對Covid-19進行封城影響，基金管理公司已縮減上海的業務
規模。原定增設基金的計劃及在管基金的目標投資均受到阻延。於六
個月期間來自基金管理費的收益呈合理增長，同比增長12.0%，而純
利則同比下降77.0%，原因為中國股票價值整體下跌，導致投資證券
的公平值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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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2022年下半年，本集團將繼續專注增強製造實力；深耕半導體前端業
務；進一步開發原始設計製造業務；並提升營運效率。管理層亦會對拓
展基金管理業務至中國境外是否可行作出評估。

3. 財務回顧

收益

下表載列所示期間按經營分部劃分的收益組成部分：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變動百分比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電子製造服務 63,425 73,325 –13.5%
原始設計製造 6,373 2,781 129.2%
投資 1,612 1,439 12.0%   

71,410 77,545 –7.9%
   

本集團收益由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77.5百萬新加坡元減少約6.1
百萬新加坡元或7.9%至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71.4百萬新加坡元。

該增幅主要由於電子製造服務分部的銷售量減少，其中被原始設計製造
分部的銷售增加及投資分部的管理費增加部分所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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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成本

銷售成本主要包括材料成本、勞動力成本及經常費用。下表列載所示期間
按經營分部劃分之銷售成本明細：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變動百分比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電子製造服務 54,060 62,888 –14.0%
原始設計製造 5,185 2,165 139.5%
投資 — — 不適用   

59,245 65,053 –8.9%
   

本集團銷售成本由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65.1百萬新加坡元減少
約5.9百萬新加坡元或8.9%至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59.2百萬新加
坡元。該減少主要是由於電子製造服務分部的收益減少。

毛利及毛利率

由於上述收益及銷售成本的變動，毛利由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
約12.5百萬新加坡元減少約0.3百萬新加坡元或2.6%至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
六個月的約12.2百萬新加坡元。

毛利率由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16.1%輕微增加約0.9%至截至2022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17.0%。該增加主要由於美元兌新加坡元升值及機器
混合銷售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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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及收益

其他收入及收益由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1.4百萬新加坡元減少
約0.3百萬新加坡元或23.9%至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1.0百萬新加
坡元。該減少主要由於(i)政府補助減少約0.3百萬新加坡元及(ii)於截至2022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並無一項業務的議價購買收益約0.2百萬新加坡元。該
減少被銀行利息收入增加約0.1百萬新加坡元及股息收入約0.1百萬新加坡
元部分抵銷。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由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1.5百萬新加坡元
增加約0.4百萬新加坡元或24.2%至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1.8百萬
新加坡元，乃由於與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原始設計製造分部銷
售佣金增加。

一般及行政開支

一般及行政開支由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6.4百萬新加坡元增加
約0.3百萬新加坡元或4.9%至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6.7百萬新加
坡元。該增加主要由於(i)主要來自投資分部的間接員工成本增加約0.3百萬
新加坡元。

其他開支

其他開支增加約0.5百萬新加坡元，此乃主要由於投資證券公平值虧損淨
額增加。

財務成本

與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相比，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所產生
的財務成本增加約0.2百萬新加坡元，主要由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動用銀行貸款結餘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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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稅前利潤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除稅前利潤約為3.3百萬新加坡元，較截至
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除稅前利潤約5.5百萬新加坡元減少約2.2百萬新
加坡元或40.8%。有關增加主要由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收益減
少及較高的投資證券公平值虧損淨額。

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的所得稅開支由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0.9百萬新加坡元
減少約0.3百萬新加坡元至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0.6百萬新加坡
元。該減少符合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較低的除稅前利潤。

本期間利潤

鑒於上文所述，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除稅後純利約2.7
百萬新加坡元，而2021年同期則錄得除稅後利潤約4.6百萬新加坡元，減少
約1.9百萬新加坡元或41.7%。

流動資金及資本資源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有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33.1百萬新加坡元。董事會認
為本集團財務狀況穩健，且本集團擁有充足資源以應付營運所需及滿足未來
可預見的資本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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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

下表載列我們於所示期間的現金流量概要：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7,485) (6,196)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8,281) (6,295)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淨額 7,145 16,71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額 (8,621) 4,226
於1月1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1,706 25,259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影響 23 414  

於6月30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3,108 29,899
  

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本集團的經營活動所得現金主要來自貨品銷售。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反映 
了本年度的除稅前利潤╱（虧損），並就下列各項作出調整：(i)非現金項目，如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預付土地租金折舊、無形資產及其他項目攤銷，該等 
項目導致營運資金變動前產生經營現金；(ii)營運資金變動產生的現金流量的 
影響，包括存貨、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和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的變動，該等項 
目變動導致經營活動產生現金流量；以及(iii)已收利息收入、已付利息開支及
已 付所得稅，該等項目導致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淨額約7.5百萬新加坡
元，主要反映(i)存貨增加約6.8百萬新加坡元；(ii)貿易以及應付款項及應計費
用減少約12.5百萬新加坡元；及(iii)已付稅項約0.7百萬新加坡元，被(i)營運資金
變動前所得現金約5.8百萬新加坡元；(ii)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少約6.5百萬新
加坡元；及(iii)已收利息收入約0.2百萬新加坡元部分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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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流量主要與購買及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購買投資證
券有關。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流量淨額約為8.3百萬
新加坡元，主要分別用於(i)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約2.0百萬新加坡元及(ii)購買
投資證券及投資聯營公司分別為4.2百萬新加坡元及2.1百萬新加坡元。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淨額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包括銀行貸款所得款項及還款、支付租賃負債、發行新
股份所得款項及支付股息。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淨額約為7.1百萬
新加坡元，主要源於銀行貸款所得款項淨額約13.0百萬新加坡元及非控股權益
出資約0.5百萬新加坡元，被(i)支付普通股股息約4.8百萬新加坡元；(ii)支付非
控股權益股息約0.8百萬新加坡元；(iii)支付租賃負債約0.5百萬新加坡元；及(iv)
支付銀行貸款及租賃負債的利息約0.3百萬新加坡元部分抵銷。

流動資產淨值

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由2021年12月31日的約72.4百萬新加坡元減少約9.5百萬
新加坡元至2022年6月30日的約62.9百萬新加坡元。該增加乃主要由於(i)現金及
現金等價物減少約8.6百萬新加坡元；(ii)貿易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按金及其
他應收款項減少約6.5百萬新加坡元；及(iii)計息貸款及借款的流動部分增加約
13.8百萬新加坡元，被(i)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減少約12.5百萬新加
坡元；及(ii)存貨增加約6.8百萬新加坡元部分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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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開支

本集團的資本開支包括與物業、廠房及設備有關的購置成本。截至2022年6月
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產生資本開支約2.0百萬新加
坡元。本集團以上市所得款項撥付有關資本開支。

資本及投資承擔

本集團的資本及投資承擔主要與股本投資承擔及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有關。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於報告期末已訂約但未於財務報表確認的資本及投
資開支如下：

2022年
6月30日

千新加坡元

已訂約但尚未撥備：

物業、廠房及設備 3,221
投資證券 20,234 

23,455
 

投資證券

20,234,000新加坡元的結餘與本集團於一間私募基金的餘下投資承擔有關。

債務

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計息貸款及借款的尚未償還結餘約為33.9百萬新加坡
元（2021年12月31日：約20.8百萬新加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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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或然負債、擔保或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並
無任何重大待決或受威脅的訴訟或申索。

淨負債權益比率

淨負債權益比率等於期末的計息貸款及借款總額（扣除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除
以期末的權益總額。於2022年6月30日的淨負債權益比率為0.7%（2021年12月31日:
不適用，因為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高於計息貸款及借款）。

槓桿比率

槓桿比率等於期末的債務總額除以權益總額。債務總額包括銀行貸款及租賃
負債。本集團於2022年6月30日的槓桿比率為28.3%（2021年12月31日:16.2%）。

未來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計劃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具體的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計劃。

重大投資、收購及出售

本公司、Continuumm Technologies與Synesys Technologies Pte. Ltd.（「Synesys」）分別
於2022年1月7日及2022年2月27日訂立認購及股東協議及補充協議（「該等協議」），
據此，本公司同意按現金代價 2,113,725新加坡元認購 2,113,725股Continuumm 
Technologies的普通股（相當於約 49.0%股權）。Synesys為Continuumm Technologies
的 母 公 司，Synesys及Continuumm Technologies均 為 獨 立 第 三 方。Continuumm 
Technologies於半導體行業擁有生產線束及電纜組件的能力。於2022年3月21日，
該等協議項下所有條件達成後已完成。

於2022年6月29日，本集團透過其附屬公司光控浦燕與深圳市杰成鎳鈷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深圳杰成」）訂立認購及股東協議，據此，光控浦燕同意認購深
圳杰成的新資本，現金代價約為4,155,000新加坡元（相當於人民幣20,000,000元），
約佔深圳杰成2.0%股權。深圳杰成主要從事回收稀有金屬及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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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並無持有其他重大投資、並
無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

外匯風險管理

本集團的功能貨幣為新加坡元。本集團主要於新加坡及中國經營，因此經營開
支乃以新加坡元及人民幣計值。本集團大部分收益以美元計值及結算。因此，
新加坡元、人民幣及美元的匯率波動或對本集團的利潤率及整體經營業績造
成重大影響，而匯率波動將產生收益及虧損。本集團通過以美元購買原材料並
借入美元短期貸款以滿足短期營運資金需求，對該風險進行一定程度的自然
對沖。此外，本集團與我們的銀行訂立一定金額的美元遠期銷售合約。展望將
來，本集團預計新加坡元、人民幣及美元的匯率將繼續波動。本集團管理層將
繼續監察本集團的外匯風險，並將採取審慎措施以降低貨幣匯兌風險。

資產抵押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抵押任何資產。

人力資源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聘有761名僱員。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產生
僱員福利開支約13.9百萬新加坡元。根據適用法律及法規規定，本集團為我們
的僱員參與多項當地政府的僱員社會保障計劃。本集團的薪酬政策基於個人
表現、表現能力、參與程度、市場可比較資料及本集團業績，對僱員及董事給
予獎勵。本集團透過內部及外部培訓提升僱員的專業能力及管理水平。為確保
本集團能吸引及挽留有實力的員工，我們會定期對薪酬待遇進行檢討。基於個
人及本集團的表現，合資格僱員會獲得表現花紅。除提供具競爭力的薪酬待遇
外，本公司已採納購股權計劃，旨在認可合資格僱員的貢獻並挽留合資格僱員
繼續為本集團的營運、增長及未來發展效力。我們並無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經歷任何重大勞工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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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除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已於2022年6月24日支付外，董事會不
建議支付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

企業管治守則

本集團承諾制定良好的企業管治常規及程序，以成為透明及負責任的機構，對
股東開放及負責。董事會致力遵守企業管治原則，並已採納穩健的企業管治常
規，以符合法律及商業標準，重點專注於內部監控、公平披露及向全體股東負
責等範疇，以確保本公司所有業務透明及負責。本公司相信有效的企業管治是
為其股東創造更高價值的必要因素。董事會將繼續審閱及不時改善本集團的
企業管治常規以確保本集團由有效的董事會帶領，藉此優化其股東回報。

本公司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有守則條文。

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標準守則作為董事及有關僱工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

經向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均確認彼等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的準則。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
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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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審閱財務資料

本集團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由審
核委員會（僅由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審閱。

刊發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告於聯交所(www.hkex.com.hk)及本公司(http://www.kinergy.com.sg)
網站刊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載有上市規則附錄十六規
定的所有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及在上述網站登載。

釋義

「聯繫人」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中國光大控股」 指 中國光大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1972年8月25日
在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股份代號：165），為持有約28.56%本公司已發
行股份的本公司主要股東

「光控浦燕」 指 上海光控浦燕股權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一間於
2015年7月6日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由本公
司擁有約51.03%權益，並由中國光大控股最終
及實益擁有約48.97%權益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
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本公司」 指 光控精技有限公司*，於新加坡註冊成立的有限
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
3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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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umm 
Technologies」

指 Continuumm Technologies Pte. Ltd，一間於2017年
1月17日在新加坡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企業管治守則」 指 本公司於報告期間所適用的上市規則附錄十四
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電子製造服務」 指 電子製造服務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 指 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主板證券上市規則

「標準守則」 指 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
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南通智造基金」 指 南通光控智造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
夥），一間於2019年9月12日在中國成立的有限
合夥企業

「南陽基金」 指 南陽精技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

「原始設計製造」 指 原始設計製造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新加坡元」 指 新加坡元，新加坡法定貨幣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新加坡」 指 新加坡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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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加工設備」 指 半導體加工設備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附屬公司」 指 香港法例第622章公司條例第15條賦予其之涵義

「美國」 指 美利堅合眾國

「美元」 指 美元，美國法定貨幣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光控精技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林國財

香港，2022年8月19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林國財先生、杜曉堂先生、林欽銘先生（Henry Lee Wong先生為其
替任董事）及鄭金呷先生；非執行董事為羅建華先生（主席）及王毅喆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
事為潘志偉先生、Senerath Wickramanayaka Mudiyanselage Sunil Wickramanayaka博士及洪炳發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