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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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原文乃以英文編製，其後翻譯成中文。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義，概以英文
版為準。

TS WONDERS HOLDING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767）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中期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變動百分比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收益 31,928,532 28,417,231 12.4%
上市開支 – 785,196 –
除稅前溢利 6,171,126 2,537,563 143.2%
期內溢利 5,075,891 1,686,660 200.9%

中期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變動百分比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銀行結餘及現金 21,099,682 16,310,340 29.4%
銀行及其他借款 2,520,465 2,750,495 (8.4)%
資產淨值 56,660,260 51,583,887 9.8%

主要財務比率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毛利率 28.6% 26.6%
除稅前溢利率 19.3% 8.9%
期內溢利率 15.9% 5.9%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總資產回報率 7.4% 4.5%
權益回報率 9.0% 5.6%
資產負債比率（倍數） 0.04 0.05
流動比率（倍數） 6.0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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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資料

TS Wonders Holding Limited（「本公司」）董事（「董事」，各「董事」）會（「董事會」）
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的中期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比較數字及選定解
釋附註。除另有指明外，本公告所載全部金額均以新加坡元（「新加坡元」）呈列。

中期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收益 4 31,928,532 28,417,231
銷售成本 (22,784,610) (20,844,425)

毛利 4 9,143,922 7,572,806
其他收入 5 573,592 75,639
其他收益（虧損） 6 359,533 (80,536)
銷售及分銷開支 (1,321,921) (1,306,712)
行政開支 (2,510,367) (2,845,559)
上市開支 – (785,196)
融資成本 7 (73,633) (92,879)

除稅前溢利 6,171,126 2,537,563
所得稅開支 8 (1,095,235) (850,903)

期內溢利 9 5,075,891 1,686,660

其他全面收益
隨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164,976) (12,181)
隨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重估物業、廠房及設備，扣除稅項 165,458 130,770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482 118,589

期內溢利及其他全面收益總額 5,076,373 1,805,249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新加坡分） 11 0.51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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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附註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9,604,101 19,769,323
使用權資產 1,075,176 1,175,915
投資物業 1,269,450 1,283,880
存款 359,750 194,390

22,308,477 22,423,508

流動資產
存貨 13,243,980 12,426,169
貿易應收款項 12 9,924,836 12,377,622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1,819,899 607,875
衍生金融工具 51,229 2,502
銀行結餘及現金 21,099,682 16,310,340

46,139,626 41,724,508

負債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3 5,178,798 6,515,860
應付關聯方款項 – 6,432
衍生金融工具 327,591 69,215
租賃負債 191,117 190,772
銀行及其他借款 453,306 447,756
應付所得稅 1,496,340 1,017,706

7,647,152 8,247,741

流動資產淨值 38,492,474 33,476,767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60,800,951 55,90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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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021,823 1,121,528

銀行及其他借款 2,067,159 2,302,739

遞延稅項負債 1,051,709 892,121

4,140,691 4,316,388

資產淨值 56,660,260 51,583,887

權益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725,820 1,725,820

股份溢價 13,487,471 13,487,471

其他儲備 (332,000) (332,000)

合併儲備 299,994 299,994

重估儲備 11,934,416 11,768,958

匯兌儲備 (1,772,423) (1,607,447)

累計溢利 31,316,982 26,241,091

56,660,260 51,583,887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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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四月十九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22章（一九六一年第3號法例，經
合併及修訂）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公司並於開曼群島登記為有限公司。本公司已
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三日根據香港法例第622章公司條例（「公司條例」）第16部向香港公
司註冊處註冊為非香港公司，於香港的主要營業地點為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39號豐盛創建
大廈9樓901室。其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分別位於PO Box 1350, Clifton House, 75 Fort 

Street, Grand Cayman KY1-1108, Cayman Islands及255 Pandan Loop, Singapore 128433。本公司
的股份已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自二零一九年一月十四日（「上
市日期」）起生效。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食品生產、包裝及零售。其母公司及最終控股
公司為SWL Limited（「SWL 」，一家於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
司）。其最終控股股東為林芳宇先生（「林芳宇先生」）、林方宙先生（「林方宙先生」）、林小
燕女士（「林小燕女士」）、韓友蘭女士（「韓女士」）、Loo Soon Hock James先生（「James Loo

先生」）及王蓮華女士（「王蓮華女士」）（統稱為「控股股東」），該等人士均為家庭成員。

中期綜合財務報表以新加坡元呈列，新加坡元亦為本公司的功能貨幣。

2. 綜合財務報表的呈列基準

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所有適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其包括由國
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所有適用個別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
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及詮釋。

該等中期財務報表亦符合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
用披露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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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於該等財務報表獲授權刊發日期，本集團並無應用以下與本集團有關的已頒佈但尚未生效
的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1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或合營企業之間的資產出售或注資2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與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 (Covid-19)相關的租金減免3

多項修訂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之 
年度改進4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 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5

1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待定日期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允許提早應用，適用於包括於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八日尚未獲授權刊發的財務報表。
此修訂亦適用於中期報告。

4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董事預期採納上述準則不會對本集團未來期間的財務報表產生重大影響。

4. 收益及分部資料

收益指來自銷售食品（可大致分為堅果及薯片）的已收及應收款項的公平值，亦指來自客戶
合約的收益。

本集團向本公司執行董事（亦為本集團的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呈報資料，
以分配資源及評估關注已售產品類型以及涉及「堅果」及「薯片」業務的分部表現。於當前
期間，主要營運決策者按已售產品類型，而非本集團整體的業績審閱溢利。因此，比較數字
與分部業績一併披露。概無合併經營分部以組成本集團可呈報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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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而言，本集團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之可呈報分部如下：

堅果，

薯片，

其他。

其他主要指我們向食品及飲料公司銷售堅果及薯片產品時通常一併出售的一次性毛巾等物品。

分部收益及業績

以下為按可呈報分部劃分的本集團收益及業績的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收益 毛利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堅果 23,572,724 21,479,087 6,686,108 5,477,051
薯片 7,433,591 5,642,557 2,144,429 1,750,535
其他 922,217 1,295,587 313,385 345,220

總計 31,928,532 28,417,231 9,143,922 7,572,806

地區資料

本集團主要於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均為各集團實體的原居地）經營業務。來自外部客戶的收
益乃基於終端客戶的地理位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 19,291,614 17,303,982
馬來西亞 6,051,044 6,927,365
中華人民共和國（包括香港） 5,236,536 1,933,779
其他（附註） 1,349,338 2,252,105

總計 31,928,532 28,417,231

附註：

其他包括印度、英國及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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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政府補貼 (1) 372,915 20,896
利息收入 (2) 188,363 18,544
租金收入 11,845 35,780
其他 469 419

573,592 75,639

附註：

1)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收到的政府補貼主要包括政府為幫助企業應對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所帶來的挑戰而採取的支持措施。

其他政府補貼包括加薪補貼計劃及特別就業補貼，作為已產生的開支或虧損的補償或
旨在給予本集團即時財務資助（無未來相關成本）。

2)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收到的利息收入主要包括本公司未動用的股
份發售所得款項淨額（存為六個月至一年期的定期存款）產生的利息收入。

6. 其他收益（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558,471 (32,859)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虧損 (198,938) (47,677)

359,533 (80,536)

7.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銀行透支、信託收據及借款的利息 40,214 57,616
租賃負債的利息 33,419 35,263

73,633 92,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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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稅項開支包括：
即期所得稅
本期間 925,983 869,998
預扣稅 2,107 –

遞延稅項
本期間 172,874 (34,106)
過往期間（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5,729) 15,011

167,145 (19,095)

1,095,235 850,903

新加坡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按估計應評稅利潤的17%計算，於二零二零及二零二一
評稅年度，新加坡附屬公司可就應付稅項進一步合資格獲25%，上限金額為15,000新加坡元
的企業所得稅退稅，乃基於集團公司財政年結日釐定。

於馬來西亞，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二零年的標準公司稅率為24%。於二零一九評稅年度，中小
型居民公司首500,000令吉的稅率為17%，其餘按24%稅率徵稅。自二零二零年評稅年度起，
倘中小型公司的繳足資本少於2,500,000令吉且其來自業務的年度總收入不超過50,000,000令
吉，則其應課稅收入的首600,000令吉（而非500,000令吉）將按17%的優惠稅率繳稅。

本期間的所得稅開支與中期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的除稅前溢利對賬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除稅前溢利 6,171,126 2,537,563

按17%的適用稅率計算的稅項 1,049,091 431,386
在不同司法權區經營的附屬公司不同稅率的影響 111,586 110,781
不可扣稅開支的稅務影響 93,300 296,198
毋須納稅收入的稅務影響 (135,520) (8,587)
企業所得稅項下稅收減免的稅務影響 (24,260) (17,425)
稅收減免及部分免稅的影響 (5,527) –
過往期間（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5,729) 15,011
預扣稅 2,107 –
其他 10,187 23,539

1,095,235 85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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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期內溢利

期內溢利已扣除（記入）以下項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確認為銷售成本 638,576 702,038
確認為行政開支 200,523 123,902

839,099 825,940

核數師酬金 – 2,000

上市開支 – 785,196

董事薪酬 799,985 734,773
其他員工成本
－薪金及其他福利 2,529,378 2,546,508
－中央公積金及僱員公積金供款 197,153 214,058

總員工成本 3,526,516 3,495,339

確認為銷售成本的存貨 19,368,784 17,506,481

投資物業的租金收入總額 (11,845) (35,780)

於損益中確認的租賃相關款項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規定的披露）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使用權資產折舊費用 98,039 99,741

租賃負債利息開支 33,419 35,263

短期租賃相關開支 16,466 15,649

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租賃之現金流出總額分別為129,583新
加坡元及128,086新加坡元。

10. 股息

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三十一日舉行的董事會會議上，董事決議不向本公司股東宣派截至二零
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向本公司股東派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的中期股息：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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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的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新加坡元） 5,075,891 1,686,660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股份數目：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附註） 1,000,000,000 984,530,387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新加坡分） 0.51 0.17

附註：

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期內溢利及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計算得出。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可轉換為股份的攤薄
證券，故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12. 貿易應收款項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貿易應收款項 9,924,836 12,377,622

本集團通常自貿易應收款項的發票日期起授予客戶介乎7至60天的信貸期，惟若干銷售要求
於交付時以現金付款。以下為於各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接近收益確認日期）呈列的貿易應
收款項的賬齡分析：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30日內 5,601,689 7,108,179
31至60日 3,676,697 4,249,289
61至90日 411,249 942,844
91至180日 233,331 53,169
181日至一年 1,870 24,141

9,924,836 12,377,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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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貿易應付款項 4,748,693 3,576,835

貿易應計費用 – 116,611

4,748,693 3,693,446

應計營運開支 173,890 2,385,890

其他應付款項
－已收按金 11,699 10,601

－應付商品及服務稅 93,202 186,758

－其他 151,314 239,165

430,105 2,822,414

5,178,798 6,515,860

向供應商採購的信貸期為7天至30天，或於交付時應付。

以下為於各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的貿易應付款項賬齡分析：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30日內 3,812,859 2,663,842

31至90日 617,892 739,651

91至180日 317,942 173,342

4,748,693 3,576,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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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總部設在新加坡，主要專注於生產、包裝及銷售堅果及薯片，具有逾50年經
營歷史。本集團的核心產品包括堅果炒貨類、堅果烘烤類、馬鈴薯片及木薯片。本
集團的產品在超過10個國家均有銷售及分銷，包括新加坡、馬來西亞、中華人民共
和國（「中國」）、印度、英國及印尼。本集團主要以批發方式銷售產品予 (i)主要客
戶（包括超市、酒店、航空公司及原設備製造商 (OEM)客戶）；及 (ii)分銷商。

本集團致力於提供高品質、安全的食品，持續滿足客戶的期望，並遵守法律規定。
本集團對原材料採購至成品包裝及交付的所有生產環節實施嚴格全面的品質保證
程序。就此而言，本集團已通過品質管理及食品安全的各類認證。

本集團的收益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28.4百萬新加坡元增加約3.5

百萬新加坡元或12.4%至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31.9百萬新加坡元，
主要由於客戶需求陡增，尤其是來自超市及OEM客戶的需求。期內，由於眾多國
家實施居家防疫措施以遏制冠狀病毒病（「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的蔓延，致使休
閒食品儲備及消費呈現上升趨勢。

本集團的收益主要來自堅果及薯片產品的銷售。下表載列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
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收益明細：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堅果 23,572,724 73.8% 21,479,087 75.6%

薯片 7,433,591 23.3% 5,642,557 19.9%

其他（附註） 922,217 2.9% 1,295,587 4.5%

總計 31,928,532 100.0% 28,417,231 100.0%

附註： 其他主要指本集團通常向食品及飲料公司銷售堅果及薯片產品時一併出售的物品，如一
次性毛巾。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堅果及薯片的銷售額分別佔收益約73.8%及
23.3%。堅果及薯片產品組合的銷售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保持相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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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

本集團的產品銷售及分銷予超過10個國家的客戶。下表載列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
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終端客戶地理位置劃分的收益明細：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 19,291,614 60.4% 17,303,982 60.9%

馬來西亞 6,051,044 19.0% 6,927,365 24.4%

中國（包括香港） 5,236,536 16.4% 1,933,779 6.8%

其他（附註） 1,349,338 4.2% 2,252,105 7.9%

總計 31,928,532 100.0% 28,417,231 100.0%

附註： 其他包括印度、英國及印尼。

本集團的產品過往主要在新加坡及馬來西亞銷售。然而，來自馬來西亞終端消費
者的銷售佔比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24.4%下降至截至二零
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19.0%，主要由於馬來西亞政府於二零二零年三
月實施行動管制令以遏制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在馬來西亞的蔓延。於行動管制令
的早期階段，本集團於馬來西亞的主要分銷商無法經營或運送貨品，導致對該等
分銷商的銷售下降。另一方面，來自中國終端消費者的銷售佔比由截至二零一九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6.8%增加至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
16.4%，主要由向香港一名OEM客戶的銷售所帶動。上述客戶的大額訂單乃由於更
多消費者居家防疫，致使休閒食品儲備及消費呈上升趨勢，進而導致需求增加。

毛利

下表載列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毛利明細：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收益 毛利 毛利率 收益 毛利 毛利率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堅果 23,572,724 6,686,108 28.4% 21,479,087 5,477,051 25.5%

薯片 7,433,591 2,144,429 28.8% 5,642,557 1,750,535 31.0%

其他 922,217 313,385 34.0% 1,295,587 345,220 26.6%

總計 31,928,532 9,143,922 28.6% 28,417,231 7,572,806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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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收益增長及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26.6%升至截
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28.6%，本集團的毛利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7.6百萬新加坡元增加約1.6百萬新加坡元或20.7%至截至二
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9.1百萬新加坡元。本集團的毛利率上升主要得
益於堅果毛利率上升，惟部分被薯片的毛利率下降所抵銷。

本集團的堅果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25.5%升至截至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28.4%，主要由於本集團向供應商進行大批量
採購，若干生堅果的平均成本有所降低。

本集團的薯片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31.0%減至截至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28.8%，主要原因為美國及歐洲的氣候狀況變
幻無常對馬鈴薯作物的供應產生負面影響，導致生馬鈴薯價格上漲。

前景及策略

二零二零年下半年新加坡的經濟表現

新加坡貿易工業部（「工業部」）估計，二零二零年第二季度新加坡經濟同比萎縮
13.2%，較之上季度萎縮0.3%，情況明顯更差。國內生產總值下降乃由於新加坡於
二零二零年四月七日至六月一日實施阻斷措施，以減緩新加坡境內2019冠狀病毒
病疫情傳播，以及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導致全球經濟衰退，外部需求疲弱。經季節
性調整後，新加坡經濟環比萎縮13.1%，遠高於第一季度的0.8%。

二零二零年經濟前景

全球經濟仍存在重大不確定性。首先，倘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大規模復燃，主要發
達經濟體及新興經濟體可能會採取更嚴厲的公共衛生措施或再度實行全國封鎖，
從而導致經濟放緩情況更加嚴峻，持續時間更長。其次，全球經濟下滑將導致金融
體系面臨更大的壓力，包括企業債務增加、金融市場混亂及新興市場經濟體資金
外流。這可能會引發負面反饋循環，並可能加劇全球經濟衰退。最後，地緣政治緊
張局勢及反全球化情緒帶來諸多風險，如保護主義加劇，可能進一步擾亂全球供
應鏈，繼而可能對全球貿易及全球經濟復甦構成壓力。

考慮到阻斷措施的預期經濟影響，以及主要經濟體疲於應對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
增長前景急劇惡化，貿工部預測，二零二零年新加坡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介乎–7.0%

至–5.0%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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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前景及策略

儘管宏觀經濟環境艱難，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收益及溢
利仍有增長。期內，由於眾多國家實施居家防疫措施以遏制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的
蔓延，致使休閒食品儲備及消費呈現上升趨勢。本集團亦受惠於政府為幫助企業
應對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所帶來的挑戰而推出的援助措施。

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取得可喜的業績，且本集團預期，即使經濟環境較為
艱難，消費者對含糖量、人造增甜劑及調味料更少的休閒食品（如鹹味休閒食品）
的需求依舊保持韌性。然而，本集團意識到由於宏觀經濟環境短期內仍將充滿挑
戰及不確定性，此種可喜的業積未必能夠持續。只要沒有成功開發出疫苗來阻止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的傳播，新一輪感染就隨時可能發生，而政府部門會重新實
施嚴格的封鎖措施，從而可能對本集團的營運造成負面影響。目前無法確定政府
日後是否會繼續實施援助措施，亦無法確定本集團能否繼續得到政府援助。有鑒
於此，本集團將繼續以審慎態度管理業務，同時保持產品質量，力爭實現維持業務
持續增長及創造長期股東價值的目標。

於本公告日期，本集團注意到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境內2019冠狀病毒社區感染病例
數量較低。儘管如此，本集團將繼續保持警覺，不會自滿。本集團一直以消費者及
員工的健康為首要考慮，將會持續密切監察疫情態勢。

財務回顧

收益

本集團的收益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28.4百萬新加坡元增加約3.5

百萬新加坡元或12.4%至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31.9百萬新加坡元，
主要由於客戶需求陡增，尤其是來自超市及OEM 客戶的需求。期內，由於眾多國
家實施居家防疫措施以遏制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的蔓延，致使休閒食品儲備及消
費呈現上升趨勢。

銷售成本

本集團的銷售成本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20.8百萬新加坡元
增加約2.0百萬新加坡元或9.3%至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22.8百
萬新加坡元，主要由於本集團採購了更多材料滿足期內增加的客戶訂單而導致材
料成本增加，這與收益增加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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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

本集團的毛利總額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7.6百萬新加坡元增
加約1.6百萬新加坡元或20.7%至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9.1百萬
新加坡元，這與收益增加一致。本集團的整體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的約26.6%上升至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28.6%，主
要得益於堅果毛利率上升，惟部分被薯片的毛利率下降（如本公告「業務回顧」一
節所討論）所抵銷。

其他收入

本集團的其他收入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約止六個月的76,000新加坡元增
加約498,000新加坡元至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574,000新加坡元，
主要因收到政府為幫助企業應對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所帶來的挑戰而發放的政府
補助，以及本公司未動用的股份發售所得款項淨額（存為六個月至一年期的定期
存款）產生的利息收入增加。

其他收益（虧損）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其他收益約為360,000新加坡元，而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其他虧損約為81,000新加坡元，主要由於
確認本公司的未動用股份發售所得款項淨額因港元兌新加坡元升值而產生的匯兌
收益。

銷售及分銷開支

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開支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保
持相對穩定，均約為1.3百萬新加坡元。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2.8百萬新加坡元減少約0.3
百萬新加坡元或約11.8%至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2.5百萬新加
坡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行政開支較高，主要由於就本
公司於二零一九年一月在聯交所成功上市而向員工發放獎勵。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93,000新加坡元減少約19,000
新加坡元或20.7%至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74,000新加坡元，乃
由於銀行及其他借款減少，利息隨之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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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0.9百萬新加坡元增加約0.2
百萬新加坡元或28.7%至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1.1百萬新加坡元，
這與除稅前溢利隨著收益及毛利率增加而增加一致。

期內溢利

期內溢利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1.7百萬新加坡元增加約3.4
百萬新加坡元或200.9%至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5.1百萬新加坡
元，主要由於上文所討論的收益增加、毛利率上升、其他收入和其他收益增加以及
行政開支下降。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本集團的資金來源包括內部產生資金、銀行及其他借款與股份發售所得款項淨額。
作為本集團流動資金風險管理的一部分，本集團透過 (i)確保擁有穩健的銀行結餘
及現金以應付短期營運資金需求；(ii)每月監控貿易應收款項及其賬齡，並密切跟
進確保客戶及時付款；及 (iii)監控銀行及融資租賃付款，監控營運資金，以確保能
夠履行到期的財務責任。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即
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分別為5.1倍及6.0倍。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銀行借款約為2.5百萬新加坡元，較於二零一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2.8百萬新加坡元有所減少。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
日的資產負債比率（按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除以資產淨值計算）相對較低，約為0.04
倍。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向若干客戶提供
履約保證，結餘均約為0.3百萬新加坡元。

抵押資產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抵押租賃樓宇、
永久業權土地及樓宇作為本集團獲授的一般銀行信貸的擔保，賬面值約為11.8百
萬新加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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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開支及承擔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產生的資本開支約為631,000 新加
坡元，而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為941,000新加坡元。該等開支主
要與購買廠房及設備（包括翻新）以支持本集團業務發展有關。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本承擔約為2.3 百萬新加坡元（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1.6百萬新加坡元）。

重大投資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持有任何重
大投資。

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任何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
重大收購及出售。

報告期後事項

除以下所述者外，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後及直至本公告日期並無
重大事項：

本集團將繼續密切關注報告期結束後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的發展情況及其對本集
團業務及財務狀況的相關影響。根據現時可得資料，鑒於存貨供應未發生重大中斷，
本集團認為疫情不會對本集團的經營業務造成重大影響。

然而，鑒於與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相關的不可預測性以及相關政府及企業實體可
能採取的任何其他應急措施，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對本集團二零二零年財務報表
的實際財務影響（如有）視乎情形變化而可能大有不同，本集團將對此進行密切監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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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股份自二零一九年一月十四日（即上市日期）於聯交所上市，股份發售所得
款項淨額（「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經扣除上市開支）約為66.8百萬港元（相
當於約11.7百萬新加坡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八月五日，本集團已動用首次公開發
售所得款項中約5.4百萬港元（相當於約1.0百萬新加坡元）。下文載列於二零二零
年八月五日分配及動用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的概要：

所得款項用途
所得款項淨額
的概約金額

所得款項淨額
的概約百分比

於二零二零年
八月五日
概約實際
動用金額

於二零二零年
八月五日

的未動用所得
款項淨額

（百萬港元） (%)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豐富現有堅果及馬鈴薯片產品 26.7 40.0 – 26.7
生產及推出玉米片 16.3 24.4 – 16.3
擴充勞動力 17.6 26.3 – 17.6
營運資金 6.2 9.3 5.4 0.8

總計 66.8 100.0 5.4 61.4

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五日宣佈，經考慮本集團近期營商環境及發展，對實施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所載業務策
略的預期時間表進行修訂。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八
月五日的公告。

於本公告日期，尚未動用的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淨額存於新加坡及香港的持牌
銀行。

外匯風險

由於本集團向海外出售大部分食品產品主要以美元結算，以及對外採購主要材料
多以美元、歐元及澳元結算，故本集團承受日常業務經營過程中產生的外匯波動
風險。

本集團通常對沖30%以外幣計值的預期月銷售額及採購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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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已成立由財務經理及執行董事組成的委員會。該委員會於必要時不時定期
舉行會議，負責審閱、調查及研究未來外匯匯率及對沖方法。於決定是否訂立任何
外幣對沖交易時，該委員會將採取審慎方法並考慮多方面因素，包括 (i)以外幣計
值的預期銷售及採購額；(ii)過往外匯匯率；及 (iii)預期未來外匯匯率等。財務經理
持續記錄本集團的對沖活動且所有對沖合約均須經執行董事批准。由於銷售及採
購額仍將以外幣計值，故預期本集團將繼續於必要時訂立對沖安排。

股息

經審慎考慮本公告「前景及策略」中一節所載未來宏觀經濟前景的不確定性，儘管
本集團錄得盈利，董事會議決不建議就截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任
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然而，本集團的股息政
策並無變動，董事會將繼續評估是否於下一財政期間建議派付股息。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分別有256名僱員
及262名僱員。薪酬乃經參考現行市況及根據各名僱員的表現、資質及經驗釐定。
本公司已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採納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以讓董事
會可向合資格參與者授出購股權，使彼等有機會於本公司擁有個人權益，以達致
以下目標：(i)激勵合資格參與者為本集團利益而提高工作效率；及 (ii)吸引及挽留
有助於或將有助本集團之長遠發展的合資格參與者或以其他方式與該等合資格參
與者維持持續的業務關係。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購股權計劃項下概無任何尚未行使的購股權。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已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採納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以讓董事
會可向合資格參與者授出購股權，使彼等有機會於本公司擁有個人股權，以達至
下列目標：（i）激勵合資格參與者為本集團利益而提高工作效率；及（ii）吸引及挽
留有助於或將有助本集團之長遠發展的合資格參與者或以其他方式與該等合資格
參與者維持持續的業務關係。

自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採納購股權計劃以來，概無購股權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
行使、註銷或失效。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購股權計劃項下概無任何尚未行使
的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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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於截至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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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治

本公司致力於履行其對股東的責任並透過良好的企業管治保護及提高股東價值。

董事認為良好的企業管治對本公司實現其目標及推動工作改進以及保持本公司在
股東、監管機構和公眾心目中遵守法律、合乎道德的形象至關重要。

本公司自二零一九年一月十四日起於聯交所上市。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
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

據董事會所知，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企業管治
守則。

合規顧問權益

誠如本公司合規顧問域高融資有限公司（「合規顧問」）所告知，除本公司與合規顧
問訂立的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的合規顧問協議外，合規顧問或其董事、
僱員或緊密聯繫人概無擁有任何根據上市規則須知會本公司的與本公司有關的權益。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經本公司作出具體查詢後，所有董
事確認其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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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本公司及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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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份、相關股份及
債權證中擁有：(a)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知會本公司及聯交
所的權益或淡倉（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被當作或視為擁有的權
益及淡倉）；(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登記於該條所述登記冊的權益或淡
倉；或 (c)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如
下：

於本公司相聯法團SWL Limited股份中的好倉

董事姓名 身份╱權益性質 所持股份數目 持股百分比

林小燕女士 實益擁有人 490 24.5%

林芳宇先生 實益擁有人 490 24.5%

林方宙先生 實益擁有人 490 24.5%

附註： SWL Limited合共持有750,000,000股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75%。SWL Limited的已
發行股本分別由韓友蘭女士、林小燕女士、林芳宇先生、林方宙先生、Loo Soon Hock James

先生及王蓮華女士合法及實益擁有24.5%、24.5%、24.5%、24.5%、1.0%及1.0%。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概無本公司董事於本公司（定義見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a)須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包括彼等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被當作或視為擁有的權益及淡倉），(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352條須登記於該條所述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或 (c)根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
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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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就董事所知，下列人士（本公司董事除外）及實體於本
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條文須披露
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記錄於本公司存置的登記冊的權
益或淡倉：

股東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持有的股份數目 持股百分比

SWL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750,000,000 75%

附註： SWL Limited的已發行股本分別由韓友蘭女士、林小燕女士、林芳宇先生、林方宙先生、Loo 

Soon Hock James先生及王蓮華女士合法及實益擁有24.5%、24.5%、24.5%、24.5%、1.0%及
1.0%。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就董事所知，概無其他人士（本公
司董事除外）或實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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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部條文須披露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記錄於本
公司存置的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

董事於競爭業務的權益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董事或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根據上
市規則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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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擁有權益。

不競爭承諾

SWL Limited、韓友蘭女士、林小燕女士、林芳宇先生、林方宙先生、Loo Soon Hock 

James先生及王蓮華女士（統稱為「控股股東」）以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為受益人就
若干不競爭承諾訂立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的不競爭契據（「不競爭契
據」）。有關不競爭契據的詳情於招股章程「與控股股東的關係」一節披露。

控股股東已確認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遵守及執行不競爭契據的
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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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根據企業管治守則設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
會」）並訂明其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審閱本集團的財務資料、
監督本集團的財務申報系統、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程序、為董事會提供意見及建
議以及監察外部核數師的獨立性及客觀性。

審核委員會包括三名成員，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陳家宇先生、李恩輝先生及周
洁耀先生。陳家宇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綜合財務報表。審核委員會認為有關業績的編
製符合適用會計準則及上市規則的規定並已作出有關充分披露。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綜合財務報表並未經本公司
核數師審核。

刊發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公司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告於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www.taisun.com.sg)刊發。本公司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
（其中載有上市規則規定的所有有關資料）將派發予本公司股東並於適當時候於聯
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刊發。

承董事會命 

TS Wonders Holding Limited 

主席兼執行董事 

林小燕

香港，二零二零年八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八名董事組成，包括五名執行董事，即林小燕女士、林芳
宇先生、林方宙先生、林生財先生及張君禮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陳
家宇先生、李恩輝先生及周洁耀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