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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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 技 集團有限公司 *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告

精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以
下統稱「本集團」）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連同截至2021
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

摘要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2年 2021年 變動 變動百分比

（千新加坡元）（千新加坡元）（千新加坡元）

收益 124,202 168,325 (44,123) -26.2%
毛利 19,001 28,220 (9,219) -32.7%
年度利潤 7,277 12,556 (5,279) -42.0%
EBITDA（附註） 7,648 17,403 (9,755) -56.1%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 
（新加坡分） 0.50 1.32 (0.82) -62.1%

附註：  EBITDA使用所得稅前年度利潤扣除折舊、攤銷、利息開支及投資證券的公平值虧損
計算得出。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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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入表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

2022年 2021年
附註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收益 4 124,202 168,325
銷售成本 (105,201) (140,105)  

毛利 19,001 28,220
其他收入及收益 5 6,917 4,627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3,256) (3,420)
一般及行政開支 (13,072) (15,242)
其他開支 6 (843) (2)
財務成本 (708) (380)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322 (104)  

除稅前利潤 7 9,361 13,699
所得稅開支 8 (2,084) (1,143)  

年度利潤 7,277 12,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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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71) 3,070

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指定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股本工
具收益 (679) 6,186  

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873) 21,812  

以下各方應佔年內利潤：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 4,631 11,933
非控股權益 2,646 623  

7,277 12,556  

以下各方應佔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 (2,098) 20,738
非控股權益 1,225 1,074  

(873) 21,812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新加坡分） 9 0.50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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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2年12月31日

2022年 2021年
附註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24,675 24,179
使用權資產 5,803 2,255
無形資產 194 208
投資證券 12 30,957 24,063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13 14,362 11,464
遞延稅項資產 664 907
物業、廠房及設備墊款 764 3  

非流動資產總值 77,419 63,079  

流動資產
存貨 14 53,699 52,266
貿易應收款項 15 15,151 32,252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6 2,547 5,83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7 20,098 41,706  

流動資產總值 91,495 132,057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8 15,441 34,803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9 7,682 9,606
保修撥備 88 41
計息貸款及借款 20 12,763 13,762
應付所得稅 617 1,436  

流動負債總額 36,591 59,648  

流動資產淨值 54,904 72,409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536 160
計息貸款及借款 20 8,485 7,030  

計息貸款及借款 10,021 7,190  

資產淨值 122,302 128,298  

權益
股本 21 91,293 91,293
儲備 15,191 22,130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106,484 113,423
非控股權益 15,818 14,875  

權益總額 122,302 128,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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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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
港聯交所」）主板上市。

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為1 Changi North Street 1, Singapore 498789。

本公司主要從事(i)提供電子行業的合約製造、設計、工程及組裝；(ii)提供
自動化機器、儀器、系統及設備的設計、製造及銷售；及(iii)提供基金管
理服務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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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新加坡
財務報告準則（國際）（「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而編製。

綜合財務報表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投資證券按公平值計量。

除非另有說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新加坡元（新加坡元）呈列，且所有價值已
取整至最接近的千位數（千新加坡元）。

3. 分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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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電子製造服務分部專注於為原始設備製造商製造成套機器、子系統
及部件以及提供保修期後維護及調試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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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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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原始設計製造分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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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封裝模組和模具等精密工具以及部件。

(iii) 投資分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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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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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業務分部劃分的收益明細

下表列載於截至2022年及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按業務分部劃分之收益：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2年 2021年

千新加坡元 % 千新加坡元 %

電子製造服務 109,176 87.9 158,177 94.0
原始設計製造 11,921 9.6 7,098 4.2
投資 3,105 2.5 3,050 1.8    

124,202 100.0 168,32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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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

下表列載截至2022年及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按地區劃分之收益。謹請留
意明細數字乃按客戶地區劃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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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客戶
所在的地區。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2年 2021年

千新加坡元 % 千新加坡元 %

新加坡 83,548 67.3 127,820 75.9
美國 9,976 8.0 20,041 11.9
中國內地 13,384 10.8 12,742 7.6
日本 3,166 2.5 2,170 1.3
菲律賓 6,160 5.0 1,571 0.9
其他國家 7,968 6.4 3,981 2.4    

124,202 100.0 168,32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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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止年度

2022年 2021年 2022年 2021年 2022年 2021年 2022年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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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28 157,429 11,913 7,098 — — 119,941 164,527

提供服務 1,148 748 8 — 3,105 3,050 4,261 3,798        

109,176 158,177 11,921 7,098 3,105 3,050 124,202 168,325        

轉讓貨品或服務時間
於某一時間點 109,176 158,177 11,921 7,098 — — 121,097 165,275

於一段時間內 — — — — 3,105 3,050 3,105 3,050        

109,176 158,177 11,921 7,098 3,105 3,050 124,202 168,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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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及收益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2年 2021年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其他收入
政府補助（附註） 850 1,438
銀行利息收入 352 281
服務收入 — 12
租賃收入 — 13
其他 206 66  

1,408 1,810  

收益
出售投資證券收益淨額 — 1,165
投資證券公平值收益淨額 5,468 868
淨外匯差額 — 421
一項業務的議價購買收益 — 32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41 43  

5,509 2,817  

6,917 4,627  

附註：  該金額為自政府部門各項支援計劃（其中包括）取得的補助，其中約(i)448,000
新加坡元（2021年12月31日：358,000新加坡元）乃由新加坡政府授予，旨在根據
就業增長激勵計劃擴大本地招聘；及(ii)約402,000新加坡元（2021年12月31日：
763,000新加坡元）乃由中國政府授予本集團其中一間附屬公司，主要目的乃鼓
勵高科技創新及促進高科技進步。概無有關該等補助的未達成條件及其他或然
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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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開支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2年 2021年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財務資產撇銷 — 貿易應收款項 2 2
淨外匯差額 841 —  

843 2  

7. 除稅前利潤

本集團除稅前利潤╱（虧損）乃於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得出：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2年 2021年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存貨成本 80,654 117,429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493 1,981
使用權資產折舊 1,155 1,096
無形資產攤銷 214 247
研發開支 3,047 4,378
短期租賃╱經營租賃的最低租金付款 342 125
核數師酬金 366 319
專業費用 597 334
僱員福利開支（不包括董事及行政總裁薪酬）：

— 工資及薪金 23,050 22,933
— 退休金計劃供款 3,402 2,577
— 購股權開支 — 25
— 溢利分享計劃* — 354
保修撥備 63 52
存貨報廢（撥備）╱撇銷 (37) 180
淨外匯差額 841 (421)
政府補助 (850) (1,438)
出售投資證券收益淨額 — (1,165)
投資證券公平值收益淨額 (5,468) (868)
銀行利息收入 (352) (28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41) (43)  

*  本公司有關高級管理層有權參與溢利分享計劃，該計劃乃根據本集團超出預算後
的除稅後溢利百分比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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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的主要組成部分

截至2022年及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所得稅開支的主要組成部分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2年 2021年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即期所得稅：
— 即期所得稅 (583) (1,735)
—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118 2  

(465) (1,733)  

遞延所得稅：
— 暫時差額的產生和撥回 (1,619) 590  

於損益確認的所得稅開支 (2,084) (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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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內利潤及於截至2022年
及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分別920,393,394股及
904,055,957股計算。

由於截至2022年及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已發行潛在可攤薄普
通股，故截至2022年及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所呈列每股基本盈利金額未
予調整。

下表反映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使用的收入及股份數據：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2年 2021年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內利潤 4,631 11,933  

於12月31日
2022年 2021年

股份數目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920,393,394 904,055,957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新加坡分） 0.50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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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息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2年 2021年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於本年度宣派及派付：

— 2021年中期免息（一級）股息：每股0.13新加
坡分 — 1,197  

於12月31日建議但未確認為負債
普通股股息，待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
— 2022年末期免息（一級）股息：每股0.15 
（2021年：0.52）新加坡分 1,381 4,786  

11.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以約5,434,000新加坡元（2021年12月31
日：4,469,000新加坡元）的代價收購物業、廠房和設備。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出售賬面值為零的物業、廠房和設備，導致
出售收益為41,000新加坡元（2021年12月31日：43,000新加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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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投資證券

於12月31日
2022年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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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66 9,400
— 已報價股本投資 4,041 4,434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
— 無報價股本投資 9,550 10,229  

30,957 24,063  

13.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本集團於聯營公司的投資概述如下：

於12月31日
2022年 2021年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Continuum Technologies 1,784 —
Liteleaf 428 —
南通智造基金 8,729 8,937
南陽基金 3,421 2,527  

14,362 11,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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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2年12月3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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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2021年

透過本公司持有：
Continu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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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iteleaf 新加坡 綠葉蔬菜及水果種
植（水耕）及提供農
業技術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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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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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存貨

於12月31日
2022年 2021年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原材料 37,824 38,337
在製品 5,811 9,906
製成品 10,064 4,023  

存貨總額（以成本與可變現淨值的較低者為準） 53,699 52,266  

15. 貿易應收款項

於報告年度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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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12月31日
2022年 2021年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 0至30天 7,180 15,174
— 31至60天 5,791 14,204
— 61至90天 1,169 1,648
— 超過90天 1,011 1,226  

15,151 32,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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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12月31日
2022年 2021年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向供應商墊款 742 2,642
按金 500 376
預付商品及服務稅（「商品及服務稅」）╱增值稅
（「增值稅」） 593 1,838
預付款項 292 326
匯兌票據 183 294
其他應收款項 237 357  

2,547 5,833  

1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下表載列所示日期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明細：

於12月31日
2022年 2021年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現金及銀行結餘 11,290 28,801
短期存款 8,808 12,905  

20,098 41,706  

以人民幣計值 14,281 24,755
以美元計值 4,333 15,781
以新加坡元計值 1,013 1,087
以其他貨幣計值 471 83  

20,098 4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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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貿易應付款項

下表載列於所示日期基於發票日期的貿易應付款項賬齡分析：

於12月31日
2022年 2021年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 0至30天 6,135 13,412
— 31至60天 3,748 9,466
— 61至90天 2,511 6,087
— 超過90天 3,047 5,838  

15,441 34,803  

19.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於12月31日
2022年 2021年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應計費用 4,248 5,598
客戶墊款 1,895 1,828
其他應付款項 1,539 1,375
溢利分享計劃 — 805  

7,682 9,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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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計息貸款及借款

於12月31日
2022年 2021年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租賃負債 4,748 1,038
5,000,000新加坡元的2.0%無抵押銀行貸款 3,377 4,599
5,000,000新加坡元的2.5%無抵押銀行貸款 3,565 4,528
無抵押銀行貿易融資 8,526 9,914
銀行透支 1,032 713  

21,248 20,792  

應償還：
— 不超過1年 12,763 13,762
— 1年後但不超過2年 3,497 2,236
— 2年後但不超過5年 4,988 4,723
— 5年後 — 71  

21,248 20,792  

21. 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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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2,974,070 6,436  

於2021年12月31日、2022年1月1日及 
2022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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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公司與相關訂約方於2020年12月15日訂立的股份認購協議完成後，本公司於

2021年4月發行62,974,070股每股0.1022新加坡元（相等於每股0.60港元）的普通股。
認購的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12月15日、2021年3月10日、2021年4月1日、
2021年4月7日及2021年4月13日的公告，以及日期為2021年2月23日的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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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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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設計製造分部專注於自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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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工具及零部件。
投資分部專注於提供資金管理服務以及進行有關股本證券及基金的投資業務。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的收益主要來自電子製造服務分部，佔本
集團總收益的約87.9%，而原始設計製造及投資分部的收益分別佔本集團總收
益的約9.6%及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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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由於新一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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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需求下降的負面影響，原因是：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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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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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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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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總收益同比下降約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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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報告期間，我們半導體前端業務進一步拓展新客戶，發展順利。

原始設計製造分部

原始設計製造分部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收益呈大幅增長，同比增長約
6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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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年度，原始設計製造分部著手為中國市場開發新型修邊機，目
標於2023年推出市場。此舉將增加我們本身「Kinerg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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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設備以提升本分部的能力。

投資分部

受中國針對Covid-19進行封城影響，基金管理公司在中國上海的營運已中斷。
預期增設基金及在管基金的目標投資均受到阻延。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
來自基金管理費的收益輕微同比增長1.8%及投資分部的除稅後純利同比增長
約104.9%。

按綜合基準，本集團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收入為124.2百萬新加坡元，
與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168.3百萬新加坡元相比下降26.2%。截至2022
年12月31止年度的除稅後純利約為7.3百萬新加坡元，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
度則為12.6百萬新加坡元。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每股盈利為0.50新加坡
分，而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每股盈利則為1.32新加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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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董事認為，儘管手頭有大量未完成的採購訂單，由於地緣政治經濟
衝突及烏克蘭戰爭造成不利營商的環境，我們可能在來年面臨不確定性。董事
亦將繼續特別評估及密切監察中美貿易緊張局勢的影響。

為減輕目前的地緣政治風險，本公司計劃將業務擴展到馬來西亞，旨在提供一
個中國以外的替代生產基地，以迎合可能對中國製造的產品有顧慮的新舊客戶。

我們亦升級位於菲律賓的精密工具設施，配備更多機器以支持我們在中國以
外的業務，並將生產擴展至商業部分。此外，我們的新聯營公司Liteleaf將著手
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增強農業設備，以提高農作物產量。

我們擴展至製造前端設備的戰略已初見成效。此部門的收入在未來數年應會
逐步增加。此外，本集團將在項目選擇及成本控制方面堅持審慎的財務管理，
並通過投資業務、合營企業、戰略合作及╱或收購能夠為我們的業務提供協同
價值並進軍新市場及客戶的各方，謹慎探索擴大及業務多元化的機會。

財務回顧

收益

下表載列所示年度按經營分部劃分的收益組成部分：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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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76 158,177 -31.0%
原始設計製造 11,921 7,098 67.9%
投資 3,105 3,050 1.8%   

124,202 168,325 -26.2%   

本集團收益由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168.3百萬新加坡元減少約44.1百
萬新加坡元或26.2%至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124.2百萬新加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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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減少主要由於電子製造服務分部的銷售量減少，部分被原始設計製造分部
的銷售增加及投資分部的管理費輕微增加所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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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載所示年度按經
營分部劃分之銷售成本明細：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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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439 134,785 -29.9%
原始設計製造 10,762 5,320 102.3%
投資 — — 不適用   

105,201 140,105 -24.9%   

本集團銷售成本由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140.1百萬新加坡元減少約
34.9百萬新加坡元或24.9%至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105.2百萬新加坡
元。該減少主要由於來自電子製造服務分部的收益減少被原始設計製造分部
的收益增加所抵銷。

毛利及毛利率

由於上述收益及銷售成本減少，毛利由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28.2百
萬新加坡元減少約9.2百萬新加坡元或32.7%至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
19.0百萬新加坡元。

毛利率由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16.8%減少約1.5%至截至2022年12月31
日止年度的約15.3%。毛利率減少乃主要由於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收
益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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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及收益

其他收入及收益由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4.6百萬新加坡元增加約2.3
百萬新加坡元或49.5%至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6.9百萬新加坡元。該
增加主要由於投資證券的公平值收益淨額及其他收入增加約4.6百萬新加坡元。
該增加被(i)並無出售投資證券的收益約1.2百萬新加坡元；(ii)政府補助減少約0.6
百萬新加坡元；(iii)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並無一項業務的議價購買收益
約0.3百萬新加坡元；及(iv)並無淨匯兌差額0.4百萬新加坡元部分抵銷。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由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3.4百萬新加坡元減少約
0.2百萬新加坡元或4.8%至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3.3百萬新加坡元。該
減少與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收益減少相符。

一般及行政開支

一般及行政開支由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15.2百萬新加坡元減少約2.1
百萬新加坡元或13.8%至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13.1百萬新加坡元。此
乃主要由於激勵支出減少令間接員工成本減少。

其他開支

其他開支增加約0.8百萬新加坡元，此乃主要由於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錄
得外匯虧損。

財務成本

與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相比，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所產生的財務
成本增加約0.3百萬新加坡元，主要由於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動用銀行貸
款增加且利息上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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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稅前利潤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除稅前利潤約為13.7百萬新加坡元，而截至2022
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除稅前虧損則減少約4.3百萬新加坡元或31.7%至約9.4百萬
新加坡元。該減少主要由於半導體行業收入大幅減少。投資證券較高的公平值
收益淨額和人力資源開支較低有助減輕負面影響。

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的所得稅開支由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1.1百萬新加坡元增加約
1.0百萬新加坡元至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2.1百萬新加坡元，乃主要
由於投資分部所產生的純利增加，其中稅率較高為25%。

年度利潤

鑒於上文所述，本集團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錄得除稅後純利約7.3百萬新
加坡元，而2021年同期的除稅後純利則約為12.6百萬新加坡元，減少約5.3百萬
新加坡元或42.0%。

流動資金及資本資源

於2022年12月31日，本集團有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20.1百萬新加坡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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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的現金流量概要：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2年 2021年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經營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流量淨額 818 (542)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12,349) (2,293)
融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流量淨額 (8,800) 18,55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額 (20,331) 15,723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影響 (1,277) 724  

於12月31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0,098 4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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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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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致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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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經營活動所得的現金淨額約0.8百萬新加坡
元，主要反映：(i)存貨增加約1.4百萬新加坡元；(ii)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及應
計費用減少約22.0百萬新加坡元；及(iii)已付所得稅約1.3百萬新加坡元，被：(i)
營運資金變動前產生的現金約4.7百萬新加坡元；(ii)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增加
約20.4百萬新加坡元；及(iii)已收利息收入約0.4百萬新加坡元部分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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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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房及設備及購買投資證券
有關。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流量淨額約12.3百萬新
加坡元，主要用於：(i)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約5.4百萬新加坡元；(ii)物業、廠
房及設備墊款增加約0.8百萬新加坡元；(iii)購買證券投資約3.9百萬新加坡元；
及(iv)購買聯營公司股權約2.6百萬新加坡元，被出售資產所得款項約0.3百萬新
加坡元部分抵銷。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包括銀行貸款所得款項淨額、已發行普通股所得款項、
支付租賃負債本金部分及支付普通股股息。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流量淨額約為8.8百萬新
加坡元，主要用於(i)償還銀行貸款約8.8百萬新加坡元；(ii)支付普通股股息約4.8
百萬新加坡元；及(iii)支付租賃負債約1.2百萬新加坡元，被銀行貸款所得款項
約6.0百萬新加坡元部分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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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百萬
新加坡元至2022年12月31日的約54.9百萬新加坡元。該減少乃主要由於：(i)現
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約21.6百萬新加坡元及(ii)貿易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按金
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少約20.4百萬新加坡元，被(i)計息貸款及借款的流動部分減
少約1.0百萬新加坡元；(ii)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減少約21.3百萬新加
坡元；(iii)存貨增加約1.4百萬新加坡元；及(iv)應付所得稅減少約0.8百萬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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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產生資本開支約5.4
百萬新加坡元。本集團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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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有關。

於2022年12月31日，本集團於報告年度末已訂約但尚未於財務報表確認的資本
及投資開支如下：

於2022年
12月31日

千新加坡元

已訂約但尚未撥備：
物業、廠房及設備 1,815
投資證券 11,576 

13,391 

投資證券

11.6百萬新加坡元的結餘為本集團的餘下投資承擔。

債務

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

於2022年12月31日，本集團計息貸款及借款的尚未償還結餘約為21.2百萬新加
坡元（2021年12月31日：20.8百萬新加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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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2022年12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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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的淨負債權益比率為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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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2022年12月31日的槓桿
比率為20.0%（2021年12月31日：18.3%）。

未來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計劃

本集團計劃將業務擴展至馬來西亞，以緩解目前的地緣政治風險。預計資本投
資約為10.0百萬令吉（3.3百萬新加坡元），旨在提供一個中國以外的替代生產基
地，以滿足可能對中國製造的產品有顧慮的新舊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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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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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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佔深圳杰成約2.0%股權。深圳杰成主要從事回收稀有金屬及電池。

於2022年9月6日，本公司、Cheng Tsing Liu女士（「CTL」）及Shih Ching Yen先生
（「SCY」）與Liteleaf訂立認購協議，據此，本公司、CTL及SCY有條件同意認購，
及Liteleaf有條件同意配發及發行分別合共4,119,259股、3,486,756股及300,637股
Liteleaf新普通股股份，認購價為每股股份1.00新加坡元。認購Liteleaf新股份事
項將分四批完成。於2022年12月31日，收購協議的訂約方已完成第一批收購，
目標公司的股本將由500,000新加坡元增加至980,392新加坡元，將分別由本公司、
CTL及SCY持有約49.0%、40.8%及10.2%。Liteleaf主要從事綠葉蔬菜及水果種植
（水耕），以及透過智能耕作管理系統提供虛擬平台。該公司亦提供農業技術
諮詢服務並提升農業設備及農業種植系統機械化。

除上文及附註12及13「投資證券」及「於聯營公司的投資」所披露者外，截至2022
年12月31日止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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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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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與我們的往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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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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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2022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抵押任何資產。

人力資源

於2022年12月31日，本集團聘有758名僱員。於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產生
僱員福利開支約28.1百萬新加坡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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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及管理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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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
止年度經歷任何勞工糾紛。

資產負債表外承擔及安排

於本公告日期，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資產負債表外交易。

末期股息及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董事會已建議派發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0.15新加坡分，合
計約1,381,000新加坡元（根據本公司截至2023年3月24日的股份數目）。末期股息
以新加坡元宣派及將以港元派付。計算港元末期股息的適用匯率應為新加坡
大華銀行於2023年3月24日宣佈的新加坡元兌港元的收市賣出價，即1新加坡元
兌5.83港元。待股東於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每股應付末期股息應
為0.87港仙會向於2023年6月2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派發。建議末期股
息預期將於2023年6月23日派發予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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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釐定有權收取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末期股息的資格，本公司將於2023
年6月1日至2023年6月2日（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於該期間，
本公司不會辦理任何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領取末期股息（將於2023年6月
23日派付）的資格，股東須確保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最遲於2023年
5月31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至本公司香港股份過戶及登記分處寶德隆證券
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北角電氣道148號21樓2103B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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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優化股東回報。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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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進行有關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

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均確認彼等於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
年度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必守標準。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概無購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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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僅
由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審閱。

核數師於全年業績公告的工作範圍

本集團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核數師」）已同意，本集團截至2022年12月31
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公告有關數字與本集團本年度綜合財務報表草稿所載數
額一致。核數師就此進行的工作有限，並不構成審核、審閱或其他保證委聘，
因此核數師並不就本公告作出任何保證。

報告期後事項

自報告期末至本年度業績公告日期止，就董事會所知悉，並無對本集團經營、
財務及經營前景產生重大影響的事件。

刊發業績公告及年報

本全年業績公告於聯交所(www.hkex.com.hk)及本公司(http://www.kinergy.com.sg)
網站刊發。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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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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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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技集團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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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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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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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元」或「港仙」 指 港元或港仙，香港法定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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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Liteleaf」 指 Liteleaf Pte. Ltd.，一間於2015年4月17日在新加坡
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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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30日根據基金合夥協議成立的有
限合夥企業

「原始設計製造」 指 原始設計製造

「報告期」 指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

「令吉」 指 馬來西亞令吉，馬來西亞之法定貨幣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新加坡元」或 
「新加坡仙」

指 新加坡元或新加坡仙，新加坡共和國法定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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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技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林國財

香港，2023年3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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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