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特色

GEM乃為較於聯交所上市的其他公司帶有更高投資風險的中小型公司提供上市的市場。有意投
資者應了解投資有關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審慎周詳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

由於在GEM上市的公司一般為中小型公司，故於GEM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主板買賣的
證券承受更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於G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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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報告（萬成環球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董事」）共同及
個別對此負全責）乃遵照《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的規定而提供有關本公
司的資料。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

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或欺詐成分，及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致使本報告或其所載任

何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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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董事會
執行董事

黃創成先生（主席）

黃萬成先生

黃志豪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伯仲先生

歐陽天華先生

招家煒先生

公司秘書
唐偉傑先生

審核委員會
歐陽天華先生（主席）

李伯仲先生

招家煒先生

薪酬委員會
招家煒先生（主席）

李伯仲先生

黃萬成先生

提名委員會
黃創成先生（主席）

招家煒先生

李伯仲先生

風險管理委員會
黃創成先生（主席）

李伯仲先生

歐陽天華先生

授權代表
黃創成先生

黃萬成先生

註冊辦事處
PO BOX 309
Ugland House, Grand Cayman
KY1-1104, Cayman Islands

總部及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新界葵涌

健康街18號
恆亞中心11樓10室

主要股份過戶登記處
Maples Fund Services (Cayman) Limited
PO Box 1093, Boundary Hall
Cricket Square, Grand Cayman
KY1-1102, Cayman Islands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

夏愨道16號
遠東金融中心17樓

合規主任
黃創成先生

核數師
中正天恆會計師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
劉林陳律師行

主要往來銀行
上海商業銀行有限公司

富邦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渣打銀行

王道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網址
www.manshing.com.hk

股份代號
8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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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呈列本集團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報告期間」）的未經審核簡明綜
合中期業績，連同2021年同期的未經審核比較數字。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三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2022年 2021年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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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3 256,029 114,095 479,360 265,203

銷售成本 (229,503) (106,523) (433,595) (242,300)      

毛利 26,526 7,572 45,765 22,903

其他收入 4 2,754 1,117 3,942 1,325

行政開支 (14,711) (11,882) (28,622) (22,316)

融資成本 5 (1,546) (469) (2,710) (934)      

稅前利潤╱（虧損） 13,023 (3,662) 18,375 978

（所得稅開支）╱可收回所得稅 6 (1,167) 2 (2,640) (572)      

期內利潤╱（虧損）及全面收益╱

 （開支）總額 7 11,856 (3,660) 15,735 406      

每股盈利╱（虧損）（港仙）

 基本及攤薄 8 1.98 (0.61) 2.62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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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2年9月30日

2022年
9月30日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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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業及設備 10 3,975 3,999
 使用權資產 11 51,422 43,815
 商譽 4,095 4,095
 按金 5,082 5,082    

64,574 56,991    

流動資產
 貿易應收款項 12 147,383 87,339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3,228 17,541
 已抵押銀行存款 44,797 63,012
 銀行結餘及現金 94,207 73,583    

299,615 241,475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3 10,815 10,004
 應計項目及其他應付款項 72,983 54,891
 應納所得稅 2,334 3,067
 租賃負債 18,304 19,144
 長期服務金責任 – 1,801
 銀行及其他借款 84,200 75,680    

188,636 164,587    

流動資產淨額 110,979 76,888    

175,553 133,87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4 6,000 6,000
 儲備 104,495 88,760    

權益總額 110,495 94,760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27,732 21,339
 長期服務金責任 32,342 15,435
 遞延稅項負債 4,984 2,345    

65,058 39,119    

175,553 133,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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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股本 股份溢價 其他儲備 留存盈利 權益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i）      

於2022年4月1日之結餘 6,000 33,463 110 55,187 94,760

期內利潤 – – – 15,735 15,735      

於2022年9月30日之結餘（未經審核） 6,000 33,463 110 70,922 110,495      

於2021年4月1日之結餘 6,000 42,463 110 52,934 101,507

期內利潤 – – – 406 406      

於2021年9月30日之結餘（未經審核） 6,000 42,463 110 53,340 101,913      

附註：

(i) 其他儲備代表在集團重組下獲得之附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名義價值與就獲得該等附屬公司所支付對價之間的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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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9,862 (71,328)   

投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3,360) 26,006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14,122 4,20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20,624 (41,118)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3,583 70,545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4,207 29,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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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2016年3月18日在開曼群島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22章（1961年第3號法例，經綜合及修訂）註冊成立

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股份自2017年4月13日起在聯交所GEM上市。

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董事認為最終控股方為黃萬成先生、黃創成先生及黃志豪先生（「控股股東」）。本

公司的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的地址於本公司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年度之年報「公司資料」一節中披露。

本公司主要從事投資控股業務。其附屬公司的主要業務是提供 (i)環境清潔解決方案，包括街道清潔解決方案、樓

宇清潔解決方案、巴士及渡輪清潔解決方案及其他清潔服務，而其他清潔服務則包括（其中包括）垃圾收集及廢物

處理服務、污水處理、害蟲防治及煙熏服務；及 (ii)物業管理服務。

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其與本公司的功能貨幣相同，除另有指明外，所有數值均

調整至最接近之千港元。

2.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香港會計準則》

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公司條例》」）的規定及GEM上市規則而編製。

除下文所述之變動外，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

2022年3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時所遵循者相同。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採納以下與本集團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有關的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概念框架的提述

國際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 – 擬定用途前的所得款項
國際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虧損合約 – 履行合約的成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2018年至2020年年度改進

本集團已評估採納上述修訂本的影響，並認為並無對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或引致本集團會計

政策發生任何重大變動。本集團於當前會計期間並無應用任何尚未生效的新訂準則或詮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乃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中期業績未經審核且未經本集團核數師審閱，惟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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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

收入指為提供 (i)清潔及相關服務；及 (ii)物業管理服務的已收及應收款項。本集團的收入分析如下：

截至9月30日止三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2022年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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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道清潔解決方案 186,253 62,036 358,166 162,619
樓宇清潔解決方案 22,572 21,105 46,732 41,940
巴士及渡輪清潔解決方案 12,194 17,948 23,444 35,701
其他清潔服務 32,304 10,888 45,826 20,829
物業管理服務 2,706 2,118 5,192 4,114     

256,029 114,095 479,360 265,203     

分部資料

出於管理需要，本集團按本集團提供的服務構成下列可報告經營分部：

– 環境清潔服務：清潔街道、樓宇、巴士及渡輪及其他清潔服務

– 物業管理服務：提供物業管理服務

管理層分別監察本集團經營分部之業績，以作出有關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之決策。分部表現根據可報告分部利潤╱

虧損予以評估，而此乃經調整除稅前利潤╱虧損之指標。經調整除稅前利潤╱虧損之計量方式與本集團之除稅前

利潤╱虧損一致，惟銀行利息收入、政府補貼、財務費用以及其他總部及公司開支不包含於有關計量內。

分部資產不包括未分配總部及公司資產，因該等資產按集團層面管理。

分部負債不包括未分配總部及公司負債，因該等負債按集團層面管理。

分部收益及業績

分部收益 分部利潤╱（虧損）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2022年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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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清潔服務 474,168 261,089 17,759 2,533
物業管理服務 5,192 4,114 692 272     

479,360 265,203 18,451 2,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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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續）

分部收益及業績（續）

上文呈報之分部收益指外部客戶產生之收益。於本年度並無分部間服務（2021年：無）。

截至2022年
9月30日
止六個月

截至2021年

9月30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上文呈報之分部利潤 18,451 2,805

政府補貼 3,554 –

銀行利息收入 35 24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 淨值 (955) (917)

財務費用 (2,710) (934)   

除稅前利潤 18,375 978

所得稅開支 (2,640) (572)   

期內利潤 15,735 406
   

分部資產及負債

於2022年
9月30日

於2022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分部資產

 環境清潔服務 360,216 295,241

 物業管理服務 3,016 2,358   

分部資產總值 363,232 297,599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957 867   

資產總值 364,189 298,466   

分部負債

 提供清潔服務 249,422 194,360

 物業管理服務 820 854   

分部負債總值 250,242 195,214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3,452 8,492   

負債總額 253,694 203,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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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

截至9月30日止三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2022年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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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防疫抗疫基金資助 25 – 945 –

政府保就業計劃資助 2,433 – 2,609 –

出售固定資產 216 962 216 1,165
銀行利息收入 29 24 35 24
雜項收入 51 131 137 136     

2,754 1,117 3,942 1,325     

5. 融資成本

截至9月30日止三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2022年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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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各項的利息：

 銀行借款 1,000 251 1,665 463
 租賃負債 546 218 1,045 471     

1,546 469 2,710 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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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

截至9月30日止三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2022年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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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2,733 201 4,254 826

遞延稅項 (1,566) (203) (1,614) (254)     

1,167 (2) 2,640 572     

附註：

(a)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之規則及法規，本集團毋須繳納任何開曼群島及英屬處

女群島所得稅。

(b) 根據利得稅兩級制，合資格法團將按8.25%之稅率就首2,000,000港元之利潤繳納稅項，並將按16.5%之稅

率就超過2,000,000港元之利潤繳納稅項。於截至2022年及2021年9月30日止期間，合資格實體的香港利

得稅乃根據利得稅兩級制計算。不符合利得稅兩級制資格之香港其他集團實體的利潤將繼續按16.5%之

統一稅率繳納稅項（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16.5%）。

7. 期內利潤

期內利潤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9月30日止三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2022年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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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薪酬）

 薪資、薪金及其他福利 192,170 85,381 362,777 202,034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5,790 2,513 10,851 5,515

 長期服務金撥回 (11) 4,077 (44) 5,401

 酬謝金責任撥備 8,100 – 15,160 –     

員工成本總額 206,049 91,971 388,744 212,950     

核數師薪酬 180 189 360 314

廠房及設備折舊 226 229 446 522

使用權資產折舊 3,487 1,728 6,748 3,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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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和攤薄盈利╱（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9月30日止三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2022年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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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的本公司

 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虧損） 11,856 (3,660) 15,735 406     

股份數目

2022年 2021年 2022年 2021年
千股 千股 千股 千股     

股份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和攤薄盈利╱（虧損）的

 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00,000 600,000 600,000 600,000     

於截至2022年及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並無潛在攤薄普通股發行在外，故每股攤薄盈利╱（虧損）與每股基本

盈利╱（虧損）相同。

9. 股息

截至2022年及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建議派付股息。

10. 廠房及設備

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購約990,000港元的若干廠房及設備（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720,000港元）。

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出售賬面值約274,000港元（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37,000港元）的

若干機動車輛，以換取現金所得款項約490,000港元（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1,202,000港元），帶來出售淨

收益約216,000港元（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1,165,000港元）。

11. 使用權資產

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就使用機動車輛訂立若干租賃協議，因此確認額外使用權資產14,355,000

港元（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5,595,000港元）。此外，本集團並無出售任何使用權資產項目（截至2021年9

月30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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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應收款項

2022年
9月30日

2022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 147,383 87,339   

本集團向其貿易客戶提供不超過60日的信貸期。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該日期與各項收入確認日期相若）

呈列的貿易應收款項（扣除虧損撥備）的賬齡分析。

2022年
9月30日

2022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60日 141,280 78,788

61至90日 2,260 –

91日以上 3,843 8,551   

147,383 87,339   

於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並無確認貿易應收款項的減值，而於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年度已作出減值

290,000港元。

13. 貿易應付款項

2022年
9月30日

2022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10,815 10,004   

平均信貸期為60日。本集團已制定金融風險管理政策，以確保在信貸時間表內結清所有應付款項。以下為按發票

日期呈列的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

2022年
9月30日

2022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60日 8,237 7,427

61至90日 221 695

91日以上 2,357 1,882   

10,815 1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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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股本

2022年9月30日

（未經審核）

2022年3月31日

（經審核）

普通股數目 股本 普通股數目 股本

千股 千港元 千股 千港元     

法定：

 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 10,000,000 100,000 10,000,000 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 600,000 6,000 600,000 6,000     

15. 關聯方交易

本集團亦於報告期間與其關聯方進行了以下交易：

(a) 交易

截至9月30日止三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關聯方 交易性質 附註

2022年 2021年 2022年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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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創成先生 租賃付款 (i) 108 107 216 212

盧永強先生 顧問費 (ii) – 30 – 60       

附註：

(i) 租賃付款乃按本集團與關聯方互相協定的條款作出。黃創成先生為本公司董事及其中一名控股股東。

(ii) 向盧永強先生（附屬公司之董事）支付的顧問費乃按互相協定的條款作出。

(b) 主要管理人員的報酬

於報告期間本公司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人員的薪酬如下：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短期福利 5,436 3,309   

5,436 3,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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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的收入與2021年同期比較取得顯著增長。有關增長主要是由於於2021年下

半年獲授四份街道清潔服務合約、於2022年5月獲授油尖區（北）一份街道清潔服務合約以及於

2022年7月獲授西貢區一份街道清潔服務合約。

清潔解決方案服務

提供清潔解決方案服務仍是本集團的主要業務。本集團已從事此業務超過30年，自成立以來業

務一直穩健發展。我們的業務涵蓋全面環境清潔解決方案組合，包括於香港提供街道清潔解決

方案、樓宇清潔解決方案、巴士及渡輪清潔解決方案、廢物管理服務、外牆及窗戶清潔、密閉空

間清潔以及害蟲防治及煙熏服務。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來自清潔解決方案服務的所得收入約為474,200,000港元，較2021年同期（約

261,100,000港元）增加81.6%。有關增加主要由於 (i)於2021年10月獲得北區粉嶺提供街道清潔服

務的合約、(ii)於2021年10月獲得北區上水提供街道清潔服務的合約、(iii)於2021年11月獲得多份

在南區提供街道清潔服務的合約、(iv)於2021年12月獲得屯門區提供街道清潔服務的合約、(v)於

2022年5月獲得油尖區（北）提供街道清潔服務的合約及 (vi)於2022年7月獲得西貢區提供街道清

潔服務的合約。獲香港政府食物環境衛生署（「食環署」）授予該等合約代表我們的服務質素獲該
署認可，符合其嚴謹要求。

物業管理服務

即使我們的物業管理服務所貢獻收入仍然有限，卻為本集團帶來穩定收入來源。我們相信物業

管理服務與現有的清潔解決方案服務產生協同效應，日後將成為主要收入來源之一。

展望

展望未來，我們仍對環境清潔服務行業的前景充滿信心。於期內獲政府授予上述大型服務合約，

加強了本集團經營及財務狀況，有助進一步擴展業務。

我們會繼續與香港政府部門及私營客戶建立更緊密關係，以爭取業界新項目並擴大客源。我們

一方面致力發掘更多商機，盡量擴大業務分部的市場份額，同時將繼續執行嚴格的內部監控，

以提升營運效率並改善財務狀況，務求實現股東回報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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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入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錄得收入約479,360,000港元（2021年：約265,203,000港元），較2021年同期

增加約214,157,000港元或80.8%。誠如上文所述，有關增加主要由於於2021年下半年獲授四份

街道清潔服務合約，帶來額外收入約244,797,000港元，惟部分被三份街道清潔服務合約於期內

屆滿導致約48,641,000港元的收入減幅所抵銷。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的毛利從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約22,903,000港元增加約22,862,000港元或99.8%

至報告期間約45,765,000港元。本集團於報告期間的毛利率約為9.5%，較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

六個月約8.6%增加約0.9%。毛利及毛利率上升主要由於在報告期間有效控制員工成本所致。

其他收入

本集團的其他收入從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約1,325,000港元增加至報告期間約3,942,000

港元。有關增加主要由於在報告期間所收取的 (i)政府防疫抗疫基金資助約945,000港元；及 (ii)政

府保就業計劃資助約2,609,000港元。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主要包括員工成本及董事薪酬、保險開支、折舊、維修、辦公用品及交通開支、法律及

專業費用以及其他行政開支。行政開支從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約22,316,000港元增加約

6,306,000港元至報告期間約28,622,000港元。行政開支增加主要由於保險開支增加。

融資成本

本集團的融資成本從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約934,000港元增加約1,776,000港元至報告

期間約2,710,000港元。有關增加主要由於支付銀行借款及融資租賃的利息開支金額增加。

純利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錄得本公司股東應佔純利約15,735,000港元，較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

月的純利約406,000港元增加約15,329,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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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股息（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無）。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本集團維持穩健的財務狀況。於報告期間，本集團所有業務經營均於香港進行，主要由本集團

經營活動產生的收入及銀行借款提供資金。

於2022年9月30日， 本 集 團 可 動 用 現 金 及 銀 行 結 餘 約 為94,207,000港 元（2022年3月31日：

73,583,000港元），較2022年3月31日增加約28.0%。現金及銀行結餘以港元持有。

於2022年9月30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分別約為299,615,000港元（2022年3月31日：

241,475,000港元）及188,636,000港元（2022年3月31日：164,587,000港元），而本集團於2022年9

月30日的流動比率為1.59倍，而於2022年3月31日則為1.47倍。因此，本集團流動資金狀況維持

於健康水平。

於2022年9月30日，本集團的銀行借款約為84,200,000港元（2022年3月31日：75,680,000港元），

增加約11.3%；而本集團的租賃負債約為46,036,000港元（2022年3月31日：40,483,000港元），目

的與去年相同，乃為收購機動車輛作營運用途提供資金。於報告期間，平均租期為五年。有抵押

銀行借款按經參考港元最優惠利率加或減利差的浮動利率計息，年利率介乎2.25%至3.34%。於

報告期間，租賃負債的實際利率為固定年利率，介乎2.5%至3.00%。所有借款均以港元計值及

須於五年內償還。於報告期間，概無使用金融工具作對沖用途。

於2022年9月30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約為76.2%（2022年3月31日：79.9%），乃按本集團用

作一般業務經營的所有計息銀行借款除以權益總額計算。

憑藉可用的現金及銀行結餘以及銀行融資，本集團擁有充足的流動資金以滿足營運及資本開支

需要。

於2022年9月30日，本公司的已發行及繳足股本以及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分別約為

6,000,000港元及110,495,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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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負債

本集團維持使用銀行信貸融資（包括但不限於銀行擔保），該等融資僅用於支持履行若干服務合

約所產生的任何財務承擔。根據有關合約條款，本集團須妥善履約及進行合理工作，在客戶滿

意的情況下完成該等合約。倘本集團須清償任何因被指違反任何合約責任而產生的潛在負債，

尤其當發生事故後被索償時，該等銀行擔保將成為本集團客戶的有力保障。

於2022年9月30日，就上述融資向銀行抵押的存款額約為44,797,000港元（2022年3月31日：約

63,012,000港元）。

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面臨由其僱員或第三方索償人提出有關人身傷害的若干

訴訟索償。

董事認為，(i)相關法律程序引致的潛在負債並不重大，故並無將相應負債列入未經審核簡明綜

合中期財務報表；及 (ii)預期該等訴訟索償足以由有關保單提供充足保障。

資本承擔

於2022年9月30日，本集團概無任何資本承擔（2022年3月31日：無）。

匯率波動風險

本集團的業務經營在香港進行而本集團的交易、貨幣資產及負債均以港元計值。由於並無貨幣

資產以外幣計值，於報告期間，本集團並未訂立任何衍生工具協議，亦未使用任何金融工具作

外匯風險對沖用途，因此，董事認為外匯風險的影響甚微。

重大投資、收購及出售

本集團於報告期間並無任何重大投資、收購或出售。

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於2022年10月13日，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駿誠服務有限公司（作為買方）與栢浩貿易有限公司（作

為賣方）訂立臨時買賣協議，內容有關收購位於香港新界葵涌健康街18號恆亞中心11樓12、13

及14室的物業，代價為13,700,000港元。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22年10月13日的公告。

除本中期報告所披露者外，本集團目前並無任何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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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資產押記

於2022年9月30日，本集團的計息債務總額（包括銀行及其他借款、租賃負債及融資租賃承擔）約

為130,236,000港元（2022年3月31日：116,163,000港元）。於2022年9月30日，本集團的一般銀行

融資為463,973,000港元（2022年3月31日：463,973,000港元）。

於2022年9月30日，本集團有抵押銀行借款的未償還結餘約為84,200,000港元（2022年3月31日：

75,680,000港元）及已動用履約保證金約為129,215,000港元（2022年3月31日：121,031,000港元）。

於2022年9月30日，一般銀行融資由以下各項擔保：(i)本公司簽立的公司擔保，及 (ii)一間附屬公

司的若干現金存款及若干貿易應收款項。

於2022年9月30日，租 賃 負 債 約46,036,000港 元（2022年3月31日：融 資 租 賃 負 債 項 下 所 示 為

40,483,000港元）以出租人對租賃資產的押記及本公司簽立的公司擔保作抵押。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22年9月30日，本 集 團 約 有5,053名 僱 員（2022年3月31日：7,833名 僱 員）。本 集 團 於 截 至

202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員工成本總額（包括董事酬金及酌情花紅）約為388,744,000港元（截至

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約為212,950,000港元）。

薪酬乃根據每名僱員的資格、崗位及年資而釐定。除基本薪金外，年終酌情花紅將參照本集團

的業績及個人表現而提供，以吸引及挽留適當及合適人員為本集團效力。

本公司亦於2017年3月20日採納購股權計劃以吸引及挽留最優秀的合適人員，並向合資格人員

提供額外獎勵。

此外，本集團亦提供其他員工福利（如發放退休福利）、各類培訓及培訓課程資助等。本集團亦已

採用年度考核制度來評估員工的表現，並以此作為本集團加薪及晉升決策的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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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披露

A.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的權益及淡倉

於2022年9月30日，董事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香港法例

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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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權益及淡倉（包

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相關條文而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任何權益及淡倉）；或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錄於存置的登記名冊內之權益及淡倉；或根據《GEM上市規則》

第5.46至5.67條須以其他方式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股份之好倉

董事 身份╱性質 普通股數目 權益百分比    

黃創成先生（「黃創成先生」）
 （附註1、2）

受控法團權益；

 一致行動人士權益

369,000,000 61.50%

黃萬成先生（「黃萬成先生」）
 （附註1、3）

受控法團權益；

 一致行動人士權益

369,000,000 61.50%

黃志豪先生（「黃志豪先生」）
 （附註1、4）

受控法團權益；

 一致行動人士權益

369,000,000 61.50%

附註：

1. 於2016年3月30日，黃創成先生、黃萬成先生與黃志豪先生訂立一致行動契據，據此，確認於截至2015年

3月31日及2016年3月31日止兩個財政年度以及截至2016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及自該契據日期起計的其後

時間，就萬成清潔服務有限公司、萬成環保處理有限公司及駿誠服務有限公司（統稱「相關公司」）而言，各

方已就各相關公司管理及業務經營的所有事宜（包括但不限於就須經股東或董事批准的事項一致投票及

就推進及擴張相關公司業務經營簽立文件）一致行動（定義見《公司收購、合併及股份回購守則》）並達成共識。

就《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黃創成先生、黃萬成先生及黃志豪先生被視為於各自持有權益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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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黃創成先生擁有權益的369,000,000股本公司股份包括 (i)萬成環球有限公司（一間由黃創成先生全資擁有的

公司）持有的175,500,000股股份，且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黃創成先生被視為於該等股份中擁有權益；及(ii)

黃創成先生由於作為黃萬成先生及黃志豪先生的一致行動人士而被視為擁有權益的193,500,000股股份。

黃創成先生為黃萬成先生的胞弟及黃志豪先生的叔父。

3. 黃萬成先生擁有權益的369,000,000股本公司股份包括 (i)力行投資有限公司（一間由黃萬成先生全資擁有的

公司）持有的175,500,000股股份，且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黃萬成先生被視為於該等股份中擁有權益；及(ii)

黃萬成先生由於作為黃創成先生及黃志豪先生的一致行動人士而被視為擁有權益的193,500,000股股份。

黃萬成先生為黃創成先生的胞兄及黃志豪先生的父親。

4. 黃志豪先生擁有權益的369,000,000股本公司股份包括 (i)駿誠投資有限公司（一間由黃志豪先生全資擁有的

公司）持有的18,000,000股股份，且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黃志豪先生被視為於該等股份中擁有權益；及

(ii)黃志豪先生由於作為黃萬成先生及黃創成先生的一致行動人士而被視為擁有權益的351,000,000股股份。

黃志豪先生為黃萬成先生的兒子及黃創成先生的侄子。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2022年9月30日，概無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相

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或被視為擁有

任何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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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權益或淡倉（包

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相關條文而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任何權益及淡倉），或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錄於存置的登記名冊內，或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至5.67

條須以其他方式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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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的權益及淡倉

於2022年9月30日，就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所知，下列人士（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

人員除外）於本公司的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記錄於本公司

所存置的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

於股份之好倉

股東名稱 身份╱性質 普通股數目 權益百分比    

萬成環球有限公司（附註1） 實益擁有人 175,500,000 29.25%

力行投資有限公司（附註2） 實益擁有人 175,500,000 29.25%

Wong Lai Man女士（附註3） 配偶權益 369,000,000 61.50%

駿誠投資有限公司（附註4） 實益擁有人 18,000,000 3.00%

Wan Wing Ting女士（附註5） 配偶權益 369,000,000 61.50%

附註：

1. 萬成環球有限公司為一家由執行董事黃創成先生全資擁有的公司。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黃創成

先生被視為於萬成環球有限公司持有權益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2. 力行投資有限公司為一家由執行董事黃萬成先生全資擁有的公司。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黃萬成

先生被視為於力行投資有限公司持有權益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3. Wong Lai Man女士為黃萬成先生的配偶，被視為於黃萬成先生持有權益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4. 駿誠投資有限公司為一家由黃志豪先生全資擁有的公司。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黃志豪先生被視

為於駿誠投資有限公司持有權益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5. Wan Wing Ting女士為黃志豪先生的配偶，被視為於黃志豪先生持有權益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2022年9月30日，董事並不知悉任何其他人士（並非董事或本公司最

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

的條文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記錄於存置的登記名

冊內的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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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及利益衝突

董事確認，於報告期間及直至本報告日期，控股股東或董事及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定義見《GEM

上市規則》）均不在與本集團業務直接或間接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的任何業務（本集團營運

的業務則除外）中擁有權益，且彼等並不知悉任何有關人士與本集團存在或可能存在任何其他

利益衝突。

董事資料變動

本公司並不知悉於2022年年報日期後董事資料有任何變動而須根據《GEM上市規則》第17.50A(1)

條予以披露。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報告期間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並遵守《GEM上市規則》附錄15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原則
及所有適用守則條文。

本公司致力於維持高標準之企業管治常規及企業管治原則，以保持本集團的透明度及維護其股

東的權益。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GEM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載之規定標準作為董事就本公司股份進行證券

交易之行為守則（「《行為守則》」）。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而全體董事均確認彼等
於報告期間及直至本報告日期一直全面遵守《行為守則》所載之規定交易標準。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已於2017年3月20日經本公司股東通過書面決議案的方式採納，

主要目的為使本公司能夠吸引、挽留及激勵有才幹的參與者，以謀求本集團的未來發展及擴展。

購股權計劃的合資格參與者包括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的任何僱員、任何行政人員及非執行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顧問、諮詢人員。購股權計劃的條款符合《GEM上市規則》第23章的

規定。

於2022年9月30日，並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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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足公眾持股量

根據本公司可得的公開資料及據董事所知，董事確認，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維持

充足公眾持股量，符合《GEM上市規則》規定的25%最低公眾持股量。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設立審核委員會，並已遵照《GEM上市規則》第5.28至5.33條以及《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

文第D.3.3及D.3.7條訂明其職權範圍。於本報告日期，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歐

陽天華先生、李伯仲先生及招家煒先生）組成。歐陽天華先生現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審核委員會 (i)監督本集團的財務匯報程序並對其進行獨立審閱；及 (ii)監察及評估本集團內部監

控的成效以及外聘和內部審核是否足夠，從而協助董事會履行其職責。

本集團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尚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核，

但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審核委員會認為，有關財務報表已根據適用會計原則及《GEM上市規則》

的適用規定編製。

承董事會命

萬成環球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黃創成

香港，2022年11月11日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即黃創成先生、黃萬成先生及黃志豪先生，以及三名

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李伯仲先生、歐陽天華先生及招家煒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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