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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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FK Construction Holdings Limited
新福港建設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447）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綜合業績公告

新福港建設集團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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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期內」）的未經審核中期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二一年同期的比較數字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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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以港元呈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收益 3 1,622,035 1,460,430

直接成本 (1,599,371) (1,409,307)
  

毛利 22,664 51,123

其他收益 18,762 2,055

其他淨收益 1,057 2,582

行政開支 (27,510) (42,507)
  

經營溢利 14,973 13,253

融資成本 (1,764) (1,123)

分佔合營企業業績 (854) (270)
  

除稅前溢利 4 12,355 11,860

所得稅 5 1,388 (2,037)
  

期內溢利 13,743 9,823
  

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13,152 9,289

非控股權益 591 534
  

期內溢利 13,743 9,823
  

每股盈利 — 基本╱攤薄 6 3.29港仙 2.32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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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以港元呈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元 千元

期內溢利 13,743 9,823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後）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香港境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的
 匯兌差額 (1) 2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3,742 9,825
  

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13,152 9,291

非控股權益 590 534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3,742 9,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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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 未經審核
（以港元呈列）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元 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 47,168 57,306
商譽 1,209 1,209
遞延稅項資產 59,268 57,445

  

 
107,645 115,960

  

流動資產

合約資產 846,503 1,033,739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8 221,829 387,563
應收合營企業款項 2,340 2,996
可收回即期稅項 444 3,514
已抵押存款 20,113 20,11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 261,898 236,837

  

 
1,353,127 1,684,762

  

流動負債

於合營企業的權益 21,272 20,419
合約負債 144,860 160,533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795,077 1,120,943
銀行貸款 90,000 82,121
租賃負債 10,171 13,887
衍生金融工具 249 2,805
應付即期稅項 2,542 1,139

  

1,064,171 1,401,847
  

流動資產淨值 288,956 282,91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96,601 398,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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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元 千元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7,359 20,595

遞延稅項負債 2,406 2,686
  

19,765 23,281
  

資產淨值 376,836 375,59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40,000 40,000

儲備 336,243 335,091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權益總額 376,243 375,091

非控股權益 593 503
  

權益總額 376,836 375,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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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附註
（除另有指明外，以港元呈列）

1 一般資料及編製基準

新福港建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在香港從事
建築及保養項目、在澳門從事建築項目、在香港從事房屋及物業管理服務以及機電
工程服務。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十月十七日根據百慕達一九八一年公司法（經修訂）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股份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日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
板上市。

本公告所載中期業績並不構成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
財務報告，但摘錄自中期財務報告。

中期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條文（包括
遵守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中期財務報告乃根據與二零二一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會計政策相同的會計政策編製，
惟預期於二零二二年度財務報表中反映的會計政策變動除外。有關會計政策變動
的詳情載於附註2。

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的中期財務報告要求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
而有關判斷、估計及假設將影響政策應用以及按年初至今基準報告的資產、負債、
收入及開支金額。實際結果可能有別於該等估計。

中期財務報告包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經選擇解釋附註。有關附註包括自二零
二一年度財務報表以來對了解本集團財務狀況變動及表現而言屬重大的事件及交
易的解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其附註不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一份完整的財務報表所需的所有資料。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已於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獲本公司董事會批准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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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以下於本集團當前會計期間首次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的修訂本：

•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之修訂，物業、廠房及設備：作擬定用途前所得款項

•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之修訂，撥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虧損合約  — 履行合
約的成本

此等變動概無對本中期財務報告內當前或先前期間編製或呈現本集團業績及財務
狀況的方式產生重大影響。本集團並未應用於當前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任何新訂
準則或詮釋。

3 收益及分部報告

(a) 收益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一般樓宇、土木工程及提供其他服務。

收益主要指一般樓宇及土木工程所得收益。

有關本集團主要業務的其他詳情披露如下。

(b) 分部報告

本集團按分部管理其業務，並呈列以下三個可報告分部。

— 一般樓宇 ： 該分部提供樓宇結構的底層結構或上蓋工程的工程服
務及樓宇結構的保養、維修、改建服務及加建

— 土木工程 ： 該分部提供基建設施的工程服務及基建設施的保養、
維修、改建服務

— 其他 ： 該分部主要提供房屋管理服務、淡水及鹹水保養服務、
污水採樣服務、機電工程服務及顧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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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樓宇 土木工程 其他 總計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可報告分部收益
 （按時間確認） 1,288,687 226,166 107,182 1,622,035

    

可報告分部溢利 27,400 (7,329) 19,562 39,633
   

其他收益及其他淨收益 1,819

折舊 (2,696)

融資成本 (1,588)

未分配總部及公司開支 (24,813)
 

除稅前綜合溢利 12,355
 

分佔一間合營企業業績 (854) – – (854)
    

期內折舊 9,098 1,308 806 11,212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可報告分部資產 747,023 301,267 43,932 1,092,222

   

遞延稅項資產 59,268

可收回即期稅項 444

未分配總部及公司資產 308,838
 

綜合資產總值 1,460,772
 

期內添置非流動分部資產 3,082 400 190 3,672
    

可報告分部負債（包括
 於合營企業之權益） 655,204 244,124 22,877 922,205

   

應付即期稅項 2,542

遞延稅項負債 2,406

未分配總部及公司負債 156,783
 

綜合負債總額 1,083,936
 

分佔合營企業之負債淨額 21,272 – – 21,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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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樓宇 土木工程 其他 總計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可報告分部收益
 （按時間確認） 1,190,900 183,469 86,061 1,460,430

    

可報告分部溢利 37,873 842 12,239 50,954
   

其他收益及其他淨收益 4,114

折舊 (6,486)

融資成本 (824)

未分配總部及公司開支 (35,898)
 

除稅前綜合溢利 11,860
 

分佔一間合營企業業績 (270) – – (270)
    

期內折舊 12,195 1,197 1,014 14,406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可報告分部資產 975,705 439,028 36,387 1,451,120

   

遞延稅項資產 57,445

可收回即期稅項 3,514

未分配總部及公司資產 288,643
 

綜合資產總值 1,800,722
 

年內添置非流動分部資產 16,438 1,808 1,300 19,546
    

可報告分部負債（包括於
 合營企業的權益） 915,458 325,338 18,082 1,258,878

   

應付即期稅項 1,139

遞延稅項負債 2,686

未分配總部及公司負債 162,425
 

綜合負債總額 1,425,128
 

分佔合營企業負債淨額 20,419 – – 20,419
    

由於本集團大部分經營活動均於香港進行，故並無呈列地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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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乃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達致：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元 千元

(a) 融資成本

銀行貸款的利息 1,368 334

租賃負債的利息 396 789
  

1,764 1,123
  

(b) 員工成本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236,461 255,306

界定供款退休計劃供款 8,448 9,421

減：計入直接成本的金額 (229,833) (245,095)
  

  

15,076 19,632
  

(c) 其他項目

折舊費用
— 自有物業、廠房及設備 6,012 7,159
— 使用權資產 7,896 13,733

  

13,908 20,892

減：計入直接成本的金額 (10,159) (13,264)
  

3,749 7,628
  

核數師酬金 812 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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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

綜合收益表內的稅項指：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元 千元

即期稅項 — 香港利得稅

期內撥備 1,234 1,538

過往期間（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519) 26
  

715 1,564

遞延稅項

暫時差額的產生及撥回 (2,103) 473
  

 

(1,388) 2,037
  

6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普通權益股東應佔溢利13,152,000元（二零二一年六
月三十日：應佔溢利9,289,000元）以及期內已發行股份400,000,000股（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400,000,000股）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潛在攤薄股份。

7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購置廠房及設備之成本為2,970,000

元（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3,686,000元）。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使用權資產的添置為800,000元（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6,419,000元）。同時，本集團
出售賬面值為零元（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422,000元）之廠房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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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應收貿易賬款 203,075 351,135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8,754 36,155

應收合營業務夥伴款項 – 273
  

221,829 387,563
  

應收貿易賬款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一個月內 180,080 335,253

一至兩個月 14,456 9,629

兩至三個月 6,024 2,973

超過三個月但於六個月內 2,515 3,280
  

203,075 351,135
  

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銀行及手頭現金 261,898 236,837
  

10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應付貿易賬款 193,809 211,828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253,259 535,998

應付合營業務夥伴款項 1,062 1,062

建築工程撥備 20,918 34,332

應付保證金 326,029 337,723
  

  

795,077 1,120,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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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貿易賬款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一個月內 184,612 137,348

一至兩個月 2,020 41,304

兩至三個月 232 13,606

超過三個月 6,945 19,570
  

193,809 211,828
  

11 股息

歸屬於中期期間應付本公司權益股東之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元 千元

報告期末後宣派之中期股息每股2.5港仙
 （二零二一年：2.0港仙） 10,000 8,000

  

報告期末後宣派之中期股息於報告期末尚未確認為負債。

末期股息每股3.0港仙，金額達12,000,000元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宣派，並於二零二二年六月派付。

12 重大關聯方交易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重大關
聯方交易。

13 財務擔保及或然負債

(a)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金融機構以本集團客戶為受益人授出約344,006,000

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80,579,000元）的履約保證，作為本集團妥善履
行及遵守本集團與客戶所訂立合約項下責任的擔保。本集團已就上述履約保
證提供擔保。倘本集團未能向獲授履約保證的客戶妥善履行責任，則有關客戶
可要求金融機構向其支付有關要求訂明的款額。然後本集團須相應向有關金
融機構進行償付。履約保證將於合約工程完工後解除。

於報告期末，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不大可能遭到索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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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提供177,951,000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177,951,000元）的擔保，相當於授予澳門合營企業的若干銀行融資355,902,000

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55,902,000元）的50%比例擔保。50%比例融資
已 動 用109,731,000元（ 二 零 二 一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124,979,000元 ）， 其 中
72,352,000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2,090,000元）指由金融機構授予合營
企業的客戶的履約保證。

本集團並無就該等擔保確認任何遞延收入，原因是其公平值無法利用可觀察
的市場數據進行可靠計量且並無產生交易價值。

(c) 本集團附屬公司為有關僱員補償案例及人身傷害索償的多項索償、訴訟及潛
在索償的被告。本公司董事認為，解決法律索償產生任何經濟流出的可能性微
乎其微，原因是該等索償由保險妥為保障。因此，經審慎考慮各項案例後，毋
須就該等訴訟相關的或然負債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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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本集團主要以我們的「SFK（新福港）」品牌在香港從事建築及保養項目以
及在澳門從事建築項目。此外，本集團提供其他服務，主要包括向香港的
房地產提供房屋及物業管理服務（例如提供清潔服務及保安管理服務）、
淡水及鹹水保養服務、污水採樣服務、機電工程服務及建築信息模擬（「BIM」）
服務。

業務回顧

期內，整體收益為1,622.04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的1,460.43百萬港元增加
約11.07%，主要是由於期內承接一般樓宇工程及土木工程項目的綜合影
響所致，主要項目概述於以下章節。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我們手頭有合共12個一般樓宇工程項目及18

個土木工程項目。原訂該等項目合約總金額約為150億港元（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120億港元）。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我們手頭的項
目的未完成價值（定義為已確認的收益與原訂合約金額之間的差異）約為
80億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3億港元）。下表載列我們以總承
建商身份獲批及承接且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仍在進行的部分一般樓
宇工程及土木工程的大型建築及保養項目詳情：

項目類型 業務分部 工程範疇
原訂合約
完工日期

原訂
合約金額

截至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確認的收益
（概約

百萬港元）
（概約

百萬港元）

土木工程拓展署的
 工地平整和
 基礎設施工程

土木工程 元朗錦田南發展計劃工地平整和
 基礎設施工程 — 前期工程

二零二一年七月* 409.0 65.5

為建築署管理的
 工程提供設計及
 建築工程

一般樓宇工程
 — 保養項目

為建築署負責的政府設施及
 資助設施的小型工程提供設計及
 建築工程 — 新界及離島（北）

二零二二年八月 531.1 28.5



– 16 –

項目類型 業務分部 工程範疇
原訂合約
完工日期

原訂
合約金額

截至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確認的收益
（概約

百萬港元）
（概約

百萬港元）

房屋委員會公共租住
 房屋發展計劃及
 資助出售房屋
 發展計劃建築工程

一般樓宇工程 公共租住房屋發展計劃及
 資助出售房屋發展計劃建築工程

二零二二年十月 3,740.0 352.3

房屋委員會資助出售
 房屋發展計劃
 建築工程

一般樓宇工程 資助出售房屋建築工程 二零二二年十月 1,911.0 377.0

為建築署管理的工程
 提供建築工程

土木工程 紅磡海濱休憩用地建築工程 二零二三年十二月 193.0 20.7

為路政署管理及
 保養九龍東道路

土木工程
 — 保養項目

管理和保養九龍東的公共道路
 （快速公路及高速道路除外），
 包括進行相關的斜坡、道路構築物、
 隧道、園境設施和
 小規模道路改善工程

二零二四年三月 482.6 22.2

渠務署污水處理設施的
 機電工程

土木工程 污水處理設施的機電工程
 — 石湖墟淨水設施
 （主體工程第一階段）

二零二四年五月 557.6 13.7

香港國際機場三跑道
 系統工程合約

一般樓宇工程 新機場中央控制中心的樓宇及
 土木工程

二零二四年九月 440.7 101.3

香港房屋委員會
 非公營房屋設施的
 基礎設施工程

一般樓宇工程 非公營房屋設施
 — 運輸基礎設施工程、
 活水公園和文化園景大道

二零二四年
十二月

1,497.0 164.0

為建築署管理的
 物業提供保養

一般樓宇工程
 — 保養項目

為建築署（物業事務處）負責的
 港島西區、南區及大嶼山的樓宇、
 土地及其他物業進行改建、加建、
 保養及維修工程

二零二五年三月 830.4 70.3

為建築署管理的
 物業提供保養

一般樓宇工程
 — 保養項目

為建築署（物業事務處）
 負責的屯門及
 元朗的樓宇、土地及
 其他物業進行改建、
 加建、保養及維修工程

二零二五年三月 784.8 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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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類型 業務分部 工程範疇
原訂合約
完工日期

原訂
合約金額

截至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確認的收益
（概約

百萬港元）
（概約

百萬港元）

為房屋委員會管理的
 物業提供保養

一般樓宇工程
 — 保養項目

為房屋委員會管理位於屯門及
 元朗的物業提供保養、改善及
 空置單位翻新工程

二零二五年三月 477.7 9.1

興建啟德地盤2B5及
 2B6公共房屋發展項目

一般樓宇工程 興建公共房屋發展項目 二零二六年一月 2,624.0 31.8

* 實際合約完工日期已推遲，而項目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仍在進行。

我們的大部分收益來自一般樓宇及土木工程業務。期內，一般樓宇及土
木工程業務收益分別為1,288.69百萬港元及226.17百萬港元（二零二一年六
月三十日：1,190.90百萬港元及183.47百萬港元），分別佔期內本集團總收
益約79.45%及13.94%（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81.54%及12.56%）。

期內，除一般樓宇及土木工程業務外，我們亦提供其他服務，主要包括向
香港的房地產提供房屋及物業管理服務（如清潔服務及保安管理服務）、
淡水及鹹水保養服務、污水採樣服務、機電工程服務及BIM服務。其他服
務應佔收益佔期內本集團總收益約6.61%（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5.90%）。

財務回顧

收益

我們的整體收益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1,460.43百萬港
元增加約161.61百萬港元或約11.07%至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的1,622.04百萬港元。收益增加主要由於來自一般樓宇業務的收益增
加97.79百萬港元，以及來自土木工程業務的收益增加42.70百萬港元，其
原因載於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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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樓宇業務的收益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1,190.90百
萬港元增加約97.79百萬港元或約8.21%至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的1,288.69百萬港元。一般樓宇業務的收益增加，主要由於有關期
間之間根據若干一般樓宇合約（包括香港房屋委員會非公屋設施的運輸
基礎設施工程、活水公園和文化園景大道）工程進度確認的收益增加。

土木工程業務的收益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183.47百
萬港元增加約42.70百萬港元或約23.27%至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的226.17百萬港元。土木工程業務的收益增加主要由於計入若干新
土木工程合約，包括為建築署在紅磡海濱建造休憩用地的工程。此外，收
益增加亦是由於有關期間之間根據土木工程拓展署碼頭定期合約保養工
程進度確認的收益增加。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其他服務（主要包括房屋及物
業管理服務、淡水及鹹水保養服務、污水採樣服務、機電工程服務及BIM

服務）的收益為107.18百萬港元（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86.06百萬港元），
佔本集團總收益的6.61%（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5.90%）。來自其他服務
的收益於期內增加主要是由於提供的污水採樣服務、機電工程服務及
BIM服務增加。

期內，我們的業務繼續專注於香港市場。

毛利及毛利率

我們的整體毛利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51.12百萬港元
減少28.46百萬港元或約55.67%至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22.66百萬港元。毛利減少主要由於期內計入新綜合機場控制中心的樓宇
及土木工程合約的毛損約25百萬港元。該合約的毛損主要是由於總合約
完工延後導致產生額外分包成本及工地間接趕工費用所致。

我們的整體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3.50%下跌
至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1.40%。整體毛利率下跌主要由
於計入有關新綜合機場控制中心的樓宇及土木工程的虧損合約約25百萬
港元，致令毛利率較去年同期下跌。



– 19 –

其他收益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其他收益為18.76百萬港元，而截
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其他收益為2.06百萬港元。其他收
益主要包括利息收入及其他雜項收入。本期其他收益結餘較高是由於計
入了防疫抗疫基金下與2022年保就業計劃有關的政府補貼約18百萬港元，
為僱員提供為期兩個月（即二零二二年五月及六月）的工資補貼。

其他淨收益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其他淨收益為1.06百萬港元，而截
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則為2.58百萬港元。其他淨收益主要
包括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及匯兌差額的收益。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主要包括員工成本及租賃開支。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行政開支為27.51百萬港元，而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的行政開支為42.51百萬港元。行政開支減少主要是由於有關期間之
間的員工成本、租賃開支以及維修及保養開支減少。

融資成本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融資成本為1.76百萬港元，而截至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融資成本為1.12百萬港元。該增加主
要是由於有關期間之間的銀行借款和利率增加。

所得稅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所得稅抵免為1.39百萬港元，而截
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開支為2.04百萬港元。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

基於上述因素，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權益股東
應佔溢利為13.15百萬港元，而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則錄
得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9.29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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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資本架構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本架構包括股本376.84百萬港元（二
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75.59百萬港元）及下文「借款」一段所詳述的
銀行貸款90.00百萬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2.12百萬港元）。

現金狀況及可用資金

期內，本集團流動資金狀況保持良好，以經營現金流及銀行借款撥付營
運資金。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261.90百萬港元（二
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36.84百萬港元）。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為1.27（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20）。

我們的現金一直及預期將繼續主要用作營運成本。

借款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貸款總額為90.00百萬港元（二零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82.12百萬港元），相關銀行貸款主要以港元計值。
該結餘與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相比增加了，主要用於為持續項目
的營運資金撥資。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及澳門擁有約1,914百萬港元（二
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917百萬港元）的未動用銀行融資（包括貸款、
信用證及保函信貸）。本集團所有銀行融資均須待若干契諾達成後方可
作實，該等契諾常見於與金融機構之間的借貸安排。本集團政策為定期
監控流動資金需求及遵守借款契諾的情況，確保維持充裕現金儲備及獲
主要金融機構授予充足的資金額度，以應付短期及長期流動資金需求。
於期內直至本公告日期，本集團依然遵守其貸款契諾。

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為23.88%（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21.86%），按各期末計息負債（銀行貸款）除以權益總額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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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開支

本集團的資本開支主要為購置廠房及設備（例如汽車及設備），過去及預
期仍會以內部資源及經營所得現金流提供資金。期內，本集團購置廠房
及設備產生約2.97百萬港元（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3.69百萬港元）開支。

外匯風險

本集團功能貨幣為港元，業務以及資產及負債均以港元計值。本集團有
現金結餘以美元、人民幣及英鎊計值。由於港元與美元掛鈎，故並無美元
相關貨幣風險。董事會認為，本集團並無重大外匯風險。董事會將不時檢
討本集團的外匯風險。

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重大收購或出售，以及重大投資或
股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期內概無附屬公司、聯營公 司或合營企業的重大收購或出售。於二零
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概無重大投資或股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所持重大投資

除投資於附屬公司、合營企業及合營業務外，於期內本集團並無持有任
何重大投資。

財務擔保及或然負債

除本公告附註13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並無其他
財務擔保及或然負債。

抵押資產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已抵押存款20.11百萬港元（二零二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0.11百萬港元）及本集團若干建築合約、本集團合營
業務及本集團合營企業的項目所得款項出讓予銀行作為銀行融資（包括
銀行貸款及履約保證）的抵押。已抵押存款於有關期間之間保持相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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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本承擔。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香港有1,531名僱員，截至二零二二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薪酬總額約為245百萬港元。本集團根據香港的
適用勞工法例與僱員訂立單獨的勞工合約。提供予僱員的薪酬一般包括
薪金、醫療福利及花紅。合資格僱員亦可能獲授購股權。一般而言，本集
團視乎每位僱員的資歷、職位、職級及經驗釐定僱員薪金。董事重視吸引
及挽留員工。為提升僱員忠誠度及挽留僱員，本集團為僱員提供技術及
操作方面的在職培訓，涵蓋我們各業務範疇，包括合同法、工作場所和職
業安全。

未來前景

COVID-19已對本地及全球經濟產生重大不利影響，預期於二零二二年下
半年影響將會持續。因此，我們預期香港的承建商（包括本集團）將繼續面
對利潤率的壓力。然而，我們相信香港政府將採取更多舒緩措施，以克服
挑戰並緩解COVID-19 爆發為商界帶來財務負擔。加上政府對香港土地開
發和提供公共住房的持續承諾和努力，董事會對本集團的未來發展仍然
充滿信心，並將繼續利用現有的競爭優勢來實現我們的長期業務目標。

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企業管治常規

董事會深明公司能平穩、有效及透明地運作，招商引資，維護股東與持份
者的權利並提升股東價值，企業管治常規的作用至關重要。本公司致力
達成並保持高標準的企業管治，透過有效的企業管治程序引領本集團再
創佳績，提高企業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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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採納適用的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的企業
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載守則條文。本公告對守則條文的指述已
參照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生效的經修訂企業管治守則更新。董事會認為，
於期內，除偏離企業管治守則第C.2.1條及D.2.5條外，本公司均已遵守所
有適用守則條文。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第C.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不應由
一人同時兼任。本公司並無設有行政總裁，該角色一直由本公司董事總
經 理 兼 任。陳 麒 淳 先 生 為 本 公 司 主 席 兼 董 事 總 經 理。鑑 於 陳 先 生 自
一九九九年以來一直承擔本集團日常經營管理的職責，董事會相信陳先
生兼任兩職可實現有效管理及業務發展，符合本集團的最佳利益。因此，
董事會認為在該情況下偏離企業管治守則第C.2.1條屬適當。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D.2.5條，本公司應擁有內部審核職能部門。本
公司並無設立獨立內部審核部門，然而，董事會已實施適當措施，履行與
本集團不同層面相關的內部審核職能。本公司已委任外聘內部控制顧問
定期檢討內部控制系統，評估內部控制系統的成效以及制定規劃及建議，
務求改善內部控制措施及政策。我們擬檢討本集團重要內部控制的成效，
以保證主要內部控制措施妥善執行及發揮擬定作用。

儘管如此，董事會認為此管理架構對本集團的業務營運屬有效，並能形
成充分的權力制衡。董事會會持續檢討本身的企業管治常規，以提高企
業管治標準，遵守監管規定及滿足本公司股東與投資者日益提高的期望。

證券交易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
守則（「標準守則」）。向全體董事作出詳細查詢後，各董事確認彼等於期內
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標準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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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標準守則第B.13條，董事亦要求因任職或受聘於本公司或附屬公司
而可能知悉本公司證券內幕消息的任何本公司僱員或本公司附屬公司董
事或僱員不可在標準守則禁止的情況下買賣本公司證券（猶如其為董事）。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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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市證券。

報告期後事項

就董事會所知，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後及截至本公告日期並無任何
須予披露的重大事件。

審核委員會

董事會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常規。本公告所載財
務資料並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核，但董事會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
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

中期股息

董事議決宣派期內中期股息每股2.5港仙（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2.0港仙），
約為10百萬港元（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8百萬港元）。中期股息將派付
予二零二二年九月十九日（星期一）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
的本公司股東。預期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星期五）或前後派付建議
股息。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為釐定享有建議中期股息的權利，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二年九月十六日（星
期五）至二零二二年九月十九日（星期一）（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
份過戶登記，期間不會辦理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本公司股東務請確保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十五日（星期四）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所有已填妥股份
過戶表格連同相關股票遞交本公司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
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夏愨道16號遠東金融中心17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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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中期綜合業績公告刊載於本公司網站http://www.sfkchl.com.hk及聯交所網
站www.hkexnews.hk。二零二二年中期報告將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亦可於以
上網站獲取。

承董事會命
新福港建設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陳麒淳

香港，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陳麒淳先生、容劍文先生及楊楚賢先生；
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林良俊先生、詹勳光先生及陳劍雄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