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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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
責任。

Singapore Food Holdings Limited
新 加 坡 美 食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496）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年度之年度業績公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之特色

GEM乃為較其他於聯交所上市之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之中小型公司提供
一個上市之市場。有意投資者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過
審慎周詳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

鑑於GEM上市公司普遍為中小型公司，於GEM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
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及無法保證於GEM買賣之證券會
有高流通市場。

本公告的資料乃遵照聯交所的《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而刊載，
旨在提供有關新加坡美食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
的資料；本公司的董事（「董事」）願就本公告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
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
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
令致本公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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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年度之年度業績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呈報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2020年
6月30日止年度（「本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年度
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年度

截至6月30日止年度
2020年 2019年

附註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收入 3 14,739,159 16,319,367
其他收入 417,491 165,959
其他虧損淨額 4 (229,909) (29,538)
所使用原材料和消耗品 (3,211,872) (3,282,434)
員工福利成本 (4,213,889) (3,776,468)
短期租賃及可變租賃付款項下的費用 (293,056) (300,689)
租金優惠 1,188,067 –
使用權資產折舊 (4,161,087) (3,846,261)
廠房及設備折舊 (599,450) (501,531)
上市開支 (3,609,820) (1,279,667)
其他開支 (1,501,853) (652,111)
財務收入 5 38 69
財務費用 5 (1,099,290) (1,104,646)

  

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2,575,471) 1,712,050
所得稅開支 6 (11,581) (260,712)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度（虧損）╱ 
溢利淨額及全面（虧損）╱收入總額 (2,587,052) 1,451,338

  

每股（虧損）╱盈利
— 基本及攤薄（新加坡仙） 7 (1.38)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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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0年6月30日

於6月30日
2020年 2019年

附註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廠房及設備 2,246,728 2,632,409
使用權資產 12,556,248 16,881,143
遞延稅項資產 245,867 206,183
按金及預付款 9 1,433,708 1,138,827

  

16,482,551 20,858,562
  

流動資產
存貨 100,829 114,4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 9 840,596 758,688
應收董事款項 99,656 4,826,67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090,073 2,792,845

  

8,131,154 8,492,621
  

總資產 24,613,705 29,351,183
  

權益與負債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0 441,360 –
股份溢價 10 7,100,029 –
其他儲備 1,780,379 1,780,000
（累計虧損）╱留存收益 (2,113,104) 3,373,948

  

權益總額 7,208,664 5,153,948
  

負債
非流動負債
修復成本撥備 345,289 344,457
租賃負債 9,986,179 13,887,173
借貸 917,790 988,200
遞延稅項負債 153,608 226,608

  

11,402,866 15,446,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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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6月30日
2020年 2019年

附註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1,863,661 4,134,124
流動所得稅負債 175,506 219,060
租賃負債 3,697,398 3,820,696
借貸 265,610 576,917

  

6,002,175 8,750,797
  

負債總額 17,405,041 24,197,235
  

權益及負債總額 24,613,705 29,35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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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年度

1 一般資料及重組

新加坡美食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2019年5月16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22章（1961年
第3號法例，經合併及修訂）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一家獲豁免的有限公司。其註冊辦事
處的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Grand Cayman, KY1-1111,Cayman Islands。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從事烘焙產品製造及
零售以及經營餐廳。

在本公司註冊成立並完成重組（為本公司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GEM」）
上市（「上市」）做準備）（「重組」）之前，本集團業務是由在新加坡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以及
在新加坡的獨資商號Proofer Bakery & Pizzeria（統稱為「營運公司」）進行，其均由Goh Leong 

Heng Aris（「Goh先生」）及Anita Chia Hee Mei（「Goh夫人」）（統稱「Goh家族」）控制。於2020年4月
24日重組完成後，本公司成為本集團旗下其他公司的控股公司。

本公司股份自2020年5月18日起在GEM上市。

除非另有說明，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乃以新加坡元（「新加坡元」）呈列。

2. 編製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的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以及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編製。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
史成本慣例編製。

緊接重組前，本集團業務由營運公司開展。根據重組，本集團業務轉讓予本公司並由本
公司持有。本公司於重組前並無涉及任何其他業務，且並不符合企業的定義（如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所界定者）。重組僅為本集團業務的重組，管理層並無任何變動且本集團業務
的最終擁有人實質上維持不變。

因重組而產生的本集團被視為營運公司下的本集團業務的延續。因此，綜合財務報表作
為本集團業務的延續按營運公司的賬面值編製及呈列，猶如本集團架構於 2018年7月1日
以來一直存在。

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擬備財務報表須採用若干關鍵會計估計。在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
的過程中，管理層亦須行使其判斷。

本集團自2019年7月1日起提前追溯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修訂本）— COVID–19相
關租金寬免，如附註2.1所披露。修訂本提供可選擇的可行權宜方法，允許承租人選擇不
評估與COVID–19相關的租金寬免是否屬租賃修訂。採納該選擇的承租人可將合資格租金
寬免以非租賃修訂的入賬方式入賬。可行權宜方法僅應用於因COVID–19疫情直接引致的
租金寬免且須滿足如下所有條件方會適用：

(a) 租賃付款變動導致租賃的經修訂對價與緊接變動前租賃對價大致相同或低於緊接
變動前租賃對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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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租賃付款的任何減少僅影響於2021年6月30日或之前到期的付款；及

(c) 租賃的其他條款及條件並無重大變動。

承租人作出此選擇後，應將租金優惠導致的任何租賃付款變動入賬，作為在租賃付款減
少發生的期間於損益表確認為負值的可變租賃付款。

仍未採納的新準則及詮釋

多項新訂準則及準則修訂本於 2020年7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而在編製本財
務報表時並無應用。

於下列日期或之
後開始的年度

期間生效

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28號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
間出售或注入資產

待定

修訂：國際審計準則第1號
及國際審計準則第8號

重大之定義 2020年1月1日

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3號
業務之定義 2020年1月1日

2018年財務報告概念框架 財務報告之經修訂概念框架 2020年1月1日
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39號、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第7號、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第9號

對沖會計 2020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 2021年1月1日

本集團將於上述的相關新訂及對現行準則修訂生效時予以採納。管理層正在評估該等新
訂準則及對現行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作出修訂之影響，並預期採納上述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將不會對本集團造成重大財務影響。

3 收入及分部資料

已基於本集團會計政策所編製的內部管理報告基準識別該經營分部。本公司執行董事已
經獲識別為主要經營決策者（「主要經營決策者」）。主要經營決策者分別監控其分部的經
營業績，以便就資源分配和績效評估作出決策。

本集團劃分為兩個營運分部營運：

1. 烘焙產品銷售— 零售烘焙坊的營運；

2. 餐廳經營— 快餐店經營；

主要營運決策者從產品的角度考慮業務。彼等審視質量因素（例如業務活動、經濟及法律
特性）和數量因素（例如財務表現）以評估經營分部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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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所示的分部業績代表未計財務收入、未分配的財務成本、上市開支及未分配的其他
開支和其他虧損的經營利潤。年內向主要經營決策者提供的分部資料如下：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年度
銷售烘焙

產品 餐廳營運 總計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在某個時間點確認的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 10,252,620 4,486,539 14,739,159
所使用原材料及消耗品 (2,407,855) (804,017) (3,211,872)
僱員福利成本 (2,726,433) (1,454,427) (4,180,860)
短期租賃和可變租賃付款項下的開支 (205,068) (87,988) (293,056)
租金優惠 979,911 208,156 1,188,067
使用權資產折舊 (2,920,611) (1,240,476) (4,161,087)
廠房及設備折舊 (420,971) (178,479) (599,450)
交付代理服務費 (66,828) (89,549) (156,377)
公用設施及其他開支 (534,480) (179,869) (714,349)
財務成本 (654,250) (344,317) (998,567)
其他收入 278,529 138,962 417,491
其他虧損 (11,733) (8,448) (20,181)   

分部業績 1,562,831 446,087 2,008,918
財務收入 38
財務成本 (100,723)
上市開支 (3,609,820)
未分配的其他開支及其他虧損 (873,884) 

除所得稅前虧損 (2,575,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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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年度
銷售烘焙

產品 餐廳營運 總計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在某個時間點確認的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 10,968,379 5,350,988 16,319,367

所使用原材料及消耗品 (2,341,801) (940,633) (3,282,434)

僱員福利成本 (2,311,493) (1,464,975) (3,776,468)

短期租賃和可變租賃付款項下的開支 (168,119) (132,570) (300,689)

使用權資產折舊 (2,735,652) (1,110,609) (3,846,261)

廠房及設備折舊 (362,028) (139,503) (501,531)

交付代理服務費 (62,007) (99,911) (161,918)

公用設施及其他開支 (275,689) (58,207) (333,896)

財務成本 (346,465) (672,196) (1,018,661)

其他收入 142,399 23,560 165,959

其他虧損 (29,538) – (29,538)
   

分部業績 2,477,986 755,944 3,233,930

財務收入 69

財務成本 (85,985)

上市開支 (1,279,667)

未分配的其他開支 (156,297) 
 

除所得稅前溢利 1,712,050 
 

分部資產及負債

由於本集團業務的性質，本集團並不監控每個可報告分部的總資產及負債的計量。本集
團的所有非流動資產均位於新加坡。

主要客戶資料

年內概無單一外部客戶貢獻本集團收益的10%以上。

4. 其他虧損淨額

6月30日止年度
2020年 2019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外匯虧損淨額 (209,728) (15,311)

棄置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85,537) (14,227)

租賃修訂收益 65,356 –
  

(229,909) (29,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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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財務收入╱（成本）

6月30日止年度
2020年 2019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38 69
  

下列項目的利息開支：
— 租賃負債 (1,012,944) (1,024,353)
— 銀行借貸 (73,724) (53,679)
— 修復撥備 (22,419) (18,885)
— 解除租賃按金的貼現 9,797 (7,729)

  

(1,099,290) (1,104,646)
  

6. 所得稅開支

年內，新加坡所得稅按估計應課稅利潤稅率 17%（2019年：17%）計提。計入綜合全面收益
表的所得稅開支金額為：

6月30日止年度
2020年 2019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應佔溢利／（虧損）的稅項開支：
— 即期所得稅 175,508 185,474
— 遞延所得稅 (112,684) 75,238

  

62,824  260,712

過往財政年度超額撥備：
— 即期所得稅 (51,243) –

  

所得稅開支 11,581 26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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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所得稅前（虧損）╱溢利稅額與理論金額相差如下：

6月30日止年度
2020年 2019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除稅前（虧損）╱溢利 (2,575,471) 1,712,050
按當地稅率17%（2019年：17%）計算的稅項 (437,830) 291,049
下列項目的稅務影響：
— 新加坡稅階收入豁免(i) (112,056) (202,091)
— 不為稅務目的扣除的開支 697,180 220,030
— 毋須繳稅收入 (31,480) –
— 稅務優惠(ii) (52,990) (55,904)
—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51,243) –
— 其他 – 7,628

  

所得稅開支 11,581 260,712
  

(i) 新加坡的稅階收入豁免包括部分免稅計劃以及新成立的初創公司的免稅計劃。新加
坡稅階收入豁免乃指新加坡稅務機關為新成立公司引進的稅務寬免計劃。根據該計
劃，合資格的新公司可於連續首三個評稅年度獲得稅項寬免。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財政年度，本集團合資格獲得部分免稅計劃，並合資格獲得新
成立初創公司的免稅計劃。然而，本集團僅符合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財政年度的部
分免稅計劃。此乃由於本集團的附屬公司不符合新成立的初創公司免稅計劃的所有
權標準，該準則要求新成立的初創公司必須由至少一位股東持有，而該股東是至少
持有普通股10%的個體。

(ii) 稅務優惠是指為減輕業務成本而為所有合條件公司提供的企業所得稅退稅。

7. 每股（虧損）╱盈利

(a) 基本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的計算，是將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利潤除以年內的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為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普通股加權平均數是基於
附註10所述的重組及資本化發行自2018年7月1日起生效之假設而確定。

6月30日止年度
2020年 2019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淨額 (2,587,052) 1,451,338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每股基本盈利 187,068,493 180,000,000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每股新加坡仙） (1.38) 0.81
  

(b) 攤薄

截至2020年及2019年6月30日止年度，每股攤薄（虧損）╱盈利等於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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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自其註冊成立之日起直至 2020年6月30日，本公司並無宣派股息。董事決議不宣派任何截
至2020年6月30日止財政年度之股息。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年度，現時由本集團組成的若干營運公司向當時的該等公司的擁
有人宣派 5,500,000新加坡元的股息。股息透過抵銷應收董事（亦為營運公司股東）的餘額
來結清。

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於6月30日
2020年 2019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來自第三方貿易應收款項 19,625 26,491
租金按金 1,764,584 1,403,406
應收補助 206,627 –
上市開支之預付款 – 405,027
其他預付款項及按金 283,468 62,591

  

2,274,304 1,897,515
減：非即期部分 (1,433,708) (1,138,827)

  

840,596 758,688
  

貿易應收款項其中包括客戶以信用卡結算付款而應收信用卡機構的款項及應收配送服
務代理的款項。有關金額一般在交易日期後3至15個營業日內結算。一般而言，並無向客
戶授予信貸期。

本集團的貿易應收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以新加坡元計值。由於期限短，貿易應收
款項的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基於發票日期的貿易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6月30日
2020年 2019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1–30天 19,625 26,491
  

於2020年及2019年6月30日的信貸風險最高風險敞口乃上述金融資產的賬面值。本集團並
無持有任何抵押品作為抵押。

於2020年及2019年6月30日，概無逾期貿易應收款項。

本集團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所規定的簡化方法就預期信貸虧損計提撥備。該準
則允許對所有貿易應收款項採用全期預期虧損撥備。就其他應收款項而言，預期信貸虧
損採用一般方法計量。於 2020年及2019年6月30日，並無計提減值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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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本及股份溢價

普通股數目
相等普通
股面值

新加坡元

法定：
每股面值0.01港元普通股
於2019年5月16日（成立日期）及2019年6月30日（附註 (i)） 38,000,000 66,234
法定股本增加（附註 (ii)） 562,000,000 1,033,518

  

於2020年6月30日 600,000,000 1,099,752
  

普通股數目 股本 股份溢價 總計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已發行並全額繳足：
於2019年5月16日（成立日期）及 

2019年6月30日 1 * – *

根據重組發行的股份（附註 (iii)） 999 2 – 2
根據資本化發行的股份（附註 (iv)） 179,999,000 331,018 (331,018) –
根據上市發行的股份（附註 (v)） 60,000,000 110,340 9,840,273 9,950,613
計入股份溢價的上市開支 
（附註 (v)） – – (2,409,226) (2,409,226)

    

於2020年6月30日 240,000,000 441,360 7,100,029 7,541,389
    

*： 少於1新加坡元

附註：

(i) 本公司於2019年5月16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公司，法定股本為380,000港元（相
當於66,234新加坡元），分為 38,000,000股每股0.01港元的股份。註冊成立後，本公司向
初始認購人發行和配發一股股份。

(ii) 於2020年4月24日，本公司的法定股本增加至6,000,000港元（折合1,099,752新加坡元）（分
為6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的股份）。

(iii) 根據重組，本公司按面值向股東發行每股999股普通股，以換營運公司的權益（附註1）。

(iv) 根據股東於2020年4月24日通過的書面決議案，在本公司股份溢價賬因本公司股份首
次公開發售（「首次公開發售」）而錄得進賬的前提下，董事獲授權將本公司股份溢價
賬的進賬金額 1,799,990港元（折合331,018新加坡元）化作資本，藉以按面值向當時本公
司股東配發及發行合共179,999,000股入賬列作繳足股款的股份。

(v) 於2020年5月18日，本 公 司 根 據 本 公 司 首 次 公 開 發 售，以 各 0.90港 元 的 價 格 發 行
60,000,000股 每 股 面 值0.01港 元 的 普 通 股。首 次 公 開 發 售 籌 集 的 所 得 款 項 總 額 為
54,000,000港 元（折 合9,950,613新 加 坡 元），其 中600,000港 元（折 合 110,340新 加 坡 元）及
53,400,000港元（折合 9,840,273新加坡元）分別計入股本及股份溢價賬。2,409,226新加坡
元的上市開支已由股份溢價賬目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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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6月30日
2020年 2019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貿易應付款項：
— 第三方 377,844 1,018,817

其他應付款項：
— 自首次公開發售前投資者收到的款項 — (a) – 1,378,550
— 遞延補助收入 — (b) 370,345 –
— 應付商品及服務稅 164,090 316,090
— 應計經營開支 881,355 657,840
— 應計上市開支 – 688,519
— 其他 70,027 74,308

  

1,863,661 4,134,124
  

(a) 重組完成前，Duman Capital（「首次公開發售前投資者」）已向一間公司（現組成本集團）
注入部分代價。由於向首次公開發售前投資者發行股份的情況於 2019年6月30日尚未
發生，因此已收取的部分代價於其他應付款項內確認。

(b) 遞延補助收入餘額指工作支援計劃，其由於本集團將系統地確認該收入，以使其與
工作支援計劃的補助向打算補償的僱員福利成本相應，因此有關補助收入的確認已
推遲。

由於期限短，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的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基於發票日期的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6月30日
2020年 2019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0–30天 301,029 255,155

31–60天 56,215 270,321

61–90天 17,318 255,152

91–120天 3,282 144,000

120天以上 – 94,189
  

377,844 1,018,817
  



– 14 –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我們為一間快速發展多品牌的駐新加坡餐飲集團，可提供廣泛的客戶吸引力。
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i)擁有18家烘焙坊，「Proofer」品牌下擁有16家及「300BC」
品牌下擁有 2家；(ii)「「Yuba」品牌下擁有 5家日式休閒快餐店；及 (iii)「Proofer」及「 
Laura」品牌下擁有2家西式休閒快餐店，所有食肆均位於新加坡。

本年度，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淨額約為 2.6百萬新加坡元，
而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淨額約
為1.5百萬新加坡元。董事認為，本年度虧損主要由於非經常性上市開支約3.6
百萬新加坡元。撇除上市開支，本集團本年度的溢利約為1.0百萬新加坡元。

除產生上述非經常性上市開支外，導致本集團溢利下降的另一主要原因為本
年度冠狀病毒的爆發。為了遏制病毒的傳播，新加坡政府已實施各種安全隔
離措施，以減少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該等措施的示例如下：

— 由2020年4月7日至2020年6月1日，新加坡政府實施了部分全國性封鎖，亦
稱為「斷路器」。在此期間，除了必要服務行業的居民外，其他居民應留在
各自的住所。這導致我們商店所在區域的流量暴跌，因此收入大幅下降。

— 由2020年6月2日起，新加坡政府緩慢批准企業重新開放，故開始進入過渡
階段。然而，堂食仍被禁止，因此對我們餐廳業務的影響尚未緩解。

— 由2020年6月15日起，新加坡政府允許舉行社交聚會，包括在餐飲場所用餐，
每組最多五人，且每組之間的距離為一米。

由於該等措施，我們商店所在區域的人流量大幅減少。因此，收入下降。而已
實施的就餐限制，對我們餐廳的影響甚為嚴重。此外，由於自 2020年4月7日起
強制中止新店鋪的建築及翻新工程，本集團的擴張計劃受到牽連，在徵得相
關機構的批准後，僅由2020年6月15日起逐步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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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本集團不斷提高營運效率及業務盈利能力。本集團亦將積極探索機會擴大客
戶基礎及市場份額，以提升股東價值。於本年度，本集團以「Proofer」品牌開設
了一家新烘焙坊，以「300BC」品牌關閉了一家烘焙坊，並以「Yuba」品牌關閉了
一家日式休閒快餐店。

股份發售將為本集團提供滿足及實現業務目標及策略的財務資源，從而進一
步鞏固本集團於新加坡及香港的市場地位。

隨著消費者喜好及消費方式不斷變化，本集團需要勤奮地修改其業務戰略，
並在餐飲行業內探索替代概念。

由於冠狀病毒疫情引致的所有不確定性，消費者對價格越來越敏感。為適應
該趨勢，本集團推出了新產品，該新產品既方便攜帶，又不影響質量。

此外，本集團已涉足多個新概念。於本報告日期，本集團已開始經營一家珍
珠奶茶店，其由原「Yuba」店改造而來。本集團亦就另一種概念獲得兩項租賃
協議 — 專門提供本土辛辣咖哩的餐廳。

本集團正努力加快實行招股章程中列出的擴展計劃以及新概念的擴展。而來
年將會是復蘇及積極擴張的一年。我們亦將投入資源以提改善流程效率，並
通過所有該等資源，提高為利益相關者帶來的價值。

財務回顧

收益

本集團所有收入均來自烘焙坊及餐館。下表列出於各年末各個概念的店鋪數量：

於6月30日
2020年 2019年

烘焙坊 18 18
休閒快餐廳
— 日式 5 6
— 西式 2 2

  

總計 25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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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年度，本集團產生的收益總額約為14.7百萬新加坡元，較截至2019年6月
30日止年度的約16.3百萬新加坡元減少約1.6百萬坡元或9.7%。減少的主要原
因是於新加坡爆發冠狀病毒。下表列出了每個概念在每個財政年度中產生的
本集團收益明細以及每個概念的收益貢獻佔本集團收益總額的百分比：

截至6月30日止年度
2020年 2019年

收益總額
收益總額
百分比 收益總額

收益總額
百分比

新加坡元 % 新加坡元 %

烘焙坊 10,252,620 69.6 10,968,379 67.2
休閒快餐廳
— 日式 3,052,992 20.7 3,541,570 21.7
— 西式 1,433,547 9.7 1,809,418 11.1

    

收益總額 14,739,159 100.0 16,319,367 100.0
    

烘焙坊

烘焙坊店鋪包括「Proofer」品牌及「300BC」品牌的店鋪。於本年度，我們於 3月
在Waterway Point, Punggol以「Proofer」品牌開設了一間新店鋪。於 2020年6月，我
們在租賃合同到期後關閉了位於世紀廣場的「300BC」的店鋪之一。

於本年度，烘焙坊營業額產生的收益總額約為10.3百萬新加坡元，較截至2019
年６月３０日止財政年度減少約 0.7百萬新加坡元或 6.5%。該減少主要由於新加
坡政府採取了許多有關冠狀病毒爆發的措施，從而導致客戶流量減少。

休閒快餐廳

於本年度，我們已於2020年2月關閉一家日式休閒快餐廳，其位於Million Mall，
因業主決定大幅增加租金，因此不續租。日式休閒快餐廳以「Yuba」品牌經營，
產生約3.1百萬新加坡元的收入，較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財政年度減少0.5百
萬新加坡元或 13.8%。西式休閒快餐廳以「Proofer」及「Laura」品牌經營，產生的
收益約為1.4百萬新加坡元，較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財政年度減少0.4百萬新
加坡元或20.8%。

休閒快餐廳產生的收益整體下降主要是由於以下原因：

— 由於新加坡政府採取了許多與冠狀病毒疫情有關的措施，導致客戶流量
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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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新加坡政府於 2020年4月 7日至 2020年6月19日針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
實施了安全疏導措施，因此在餐飲場所內被禁止用餐；

— 由2020年6月20日起，每張桌子的用餐人數限制為五人，並且餐廳內每張
桌子之間的安全距離要求至少為一米。

其他收入

本集團確認的其他收入大部份由政府補助組成。

其他收入由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財政年度的0.2百萬新加坡元增加約0.2百萬
新加坡元或 151.6%，至本年度的約 0.4百萬新加坡元。該增加是由於新加坡政
府於本年度提供額外補助，即工作支援計劃及外勞徵費回扣，以幫助公司應
對冠狀病毒爆發的影響。

工作支援計劃由新加坡政府於 2020年2月設立，旨在於冠狀病毒疫情期間為企
業提供救濟及援助，以期在這不確定時期協助企業挽留本地員工。根據工作
支援計劃，本集團的若干附屬公司（如合資格僱主）將獲得上限為 75%的政府補
助金，該補助金是根據每位本地僱員（新加坡公民及永久居民）的月薪總額計算，
每名僱員的月薪上限為 4,600新加坡元。工作支援計劃旨在為本公司提供 2020
年4月至2020年12月期間產生的工資支援。本年度，本集團確認工作支援計劃
的補助金為 185,173新加坡元（2019年：無）。

另一個協助企業度過冠狀病毒疫情的計劃，是豁免繳納於2020年4月及 2020年
5月到期的外勞徵費回扣，以幫助公司削減成本和改善現金流。本年度，本集
團確認109,250新加坡元的外勞徵費回扣（2019年：無）。

其他虧損淨額

其他虧損淨額包括 (i)匯兌虧損，(ii)出售廠房及設備的虧損淨額及 (iii)租賃修
改收益。

其他虧損淨額由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財政年度的約29,000新加坡元增加約0.2
百萬新加坡元或678.3%至本年度的約0.2百萬新加坡元。該增加乃由於本年度
本集團以港元持有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產生匯兌虧損以及於本年度關閉兩間
店鋪後出售廠房及設備的虧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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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和消耗品

原材料及消耗品主要由 (i)食品材料及 (ii)包裝材料組成。

已使用原材料及消耗品減少約71,000新加坡元或2.1%，由截至2019年6月30日
止財政年度的約 3.3百萬新加坡元減少至 3.2百萬新加坡元。該減少與本年度收
益減少一致。

員工福利成本

員工福利成本包括 (i)支付予員工（包括董事、管理人員及營運人員）的工資、薪
金及津貼；(ii)僱主對已定義供款計劃的供款；及 (iii)新加坡政府加強外勞徵費
及技能開發。

員工福利成本由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財政年度的約3.8百萬新加坡元增加約0.4
百萬新加坡元或11.6%至本年度的約4.2百萬新加坡元。該增加由於平均人數
增加，與兩年來隨著門店數量的增加一致。

經營租賃成本

經營租賃成本指租賃與烘焙坊、餐廳、總部、中央廚房場所及汽車有關的租
金相關費用，如下表所示：

截至6月30日止年度
2020年 2019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短期租賃及可變租賃付款項下的費用 293,056 300,689
使用權資產折舊 4,161,087 3,846,261
租賃負債利息開支 1,012,944 1,024,353
租金優惠 (1,188,067) –

  

總計 4,279,020 5,171,303
  

經營租賃成本由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年度的約5.2百萬新加坡元減少約0.9百
萬新加坡元或17.3%至本年度的約4.3百萬新加坡元。由於本年度新加坡政府
實施租金減免框架，故經營租賃成本下降。

於2020年6月5日，新加坡政府在議會中通過COVID–19（臨時措施）（修訂）法案（「該
法案」）。該法案為中小型企業（「中小企」）及特定的非牟利機構提供租金減免
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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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該法案，在滿足若干合資格條件的前提下，作為租戶的中小企及非牟利
機構將享有長達 4個月的租金減免。該等合資格的中小企及非牟利機構於 2020
年4月至2020年7月可減免租金，且業主有義務向符合該法規定的合資格條件
租戶提供租金優惠。

本集團已對所有與COVID–19有關的合資格租金優惠應用實際權宜方法。總計
1,188,067新加坡元的租金優惠已作為負可變租賃付款入賬，並在截至2020年6
月30日 止 年 度 的 綜 合 全 面 收 益 表 中 確 認，並 對 租 賃 負 債 作 出 相 應 調 整。於
2019年7月1日的年初權益結餘並無影響。

截至2020年及2019年6月30日止年度的租賃現金流出總額分別為3,901,533新加
坡元及4,735,408新加坡元。

廠房及設備折舊

折舊費用是由於成本的系統性分配減去廠房及設備在其各自的使用年限中各
自的殘值而產生。

折舊費用由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年度的 0.5百萬新加坡元增加約0.1百萬新加
坡元或 19.5%至本年度的約 0.6百萬新加坡元。該增加是由於截至 2019年6月30
日止財政年度內開設的店鋪產生全年折舊費用，而在截至 2019年6月30日止財
政年度中該等店鋪僅產生部分年度的折舊費用。

其他開支

其他開支包括其他經營開支，例如公用事業及送貨代理服務費、法律及專業
費用以及其他雜項管理費用。

其他開支增加 0.8百萬新加坡元或 130.3%。該增加由於：

— 上市後專業費用增加

— 由於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財政年度開設了新店鋪，其他經營開支增加。

財務成本淨額

財務成本淨額包括租賃負債利息開支、銀行借款，修復撥備及非流動按金的
折現影響，惟被該財政年度賺取銀行存款的利息收入所抵消。

比較本年度產生的財務成本淨額並無重大差異，總計約為 1.1百萬新加坡元，
而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財政年度，總額約為1.1百萬新加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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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按有關年度的估計應課稅利潤按法定稅率17%提供新加坡所得稅。

所得稅開支由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財政年度的0.2百萬新加坡元減少約0.3百
萬新加坡元或95.6%至本年度的約 12,000新加坡元。該下降與除稅前溢利的下
降一致。

股息政策

於決定是否擬派股息及釐定股息金額時，將計及以下各項（其中包括）：

(i) 本集團的實際及預期財務績效；

(ii) 本公司及本集團其他成員公司的未保留盈利及可分配儲備；

(iii) 可能影響本集團業務或財務績效及狀況的經濟狀況及其他內部或外部因素；

(iv) 本集團的業務策略，包括未來現金承擔及維持業務長期增長方面的投資
需要；

(v) 本集團目前及未來的經營、流動資金狀況及資本要求；

(vi) 法定及監管限制；及

(vii) 董事會認為適當的其他因素。

本公司派付股息時亦須遵守開曼群島公司法項下的任何限制及任何其他適用
法律、規則及法規以及本公司經修訂及經重列的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細則」）。
本公司的股息政策由董事會不時進行審閱，且概不保證，股息將於任何特定
期間獲建議派發或宣派。

股息

經計及上文概述的本公司股息政策後，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本年度的末期股息。

流動資金及資本資源

本集團主要以經營活動及銀行借款所產生現金撥付我們業務的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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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及銀行結餘

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7,100,000新加坡元（2019年：
2,800,000新加坡元）。

流動資產淨額

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額為2,100,000新加坡元（2019年：流動
負債淨額300,000新加坡元）。

權益總額

本集團的權益主要包括股本、股份溢價及儲備。本集團應佔本公司擁有人權
益總額為7,200,000新加坡元（2019年：5,200,000新加坡元）。

借款

借款由2019年6月30日的約1,600,000新加坡元減少約 400,000新加坡元或 24.4%至
2020年6月30日的約 1,200,000新加坡元。該減少主要由於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
財政年度全額償還數筆貸款。

銀行借款主要指本集團提取的定期貸款。考慮到按需償還條款後，本集團的
借款應按以下方式償還：

於6月30日
2020年 2019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按需或1年內 265,610 576,917
1至2年之間 337,236 314,237
2至5年之間 580,554 673,963

  

1,183,400 1,565,117
  

本集團根據預定還款日期應償還的銀行借款如下：

於6月30日
2020年 2019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1年內 265,610 395,865
1至2年之間 337,236 373,859
2至5年之間 580,554 795,393

  

1,183,400 1,56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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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年度，銀行借貸以新加坡元計值，固定年利率介乎 6.25%
至7.0%之間（2019年：相同）。非即期借款的公平值與每個報告期末的非即期借
款的賬面值相若，原因是其利率與同類借貸安排的當前遞增借貸利率相若。

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的借款以本公司提供的公司擔保以及本公司執行董
事提供的個人擔保為抵押。於2019年6月30日，本集團的借款以本公司執行董
事提供的個人擔保作為抵押。

本集團於本公司股份在在GEM上市後獲得有關金融機構的同意，以解除執行
董事的個人擔保。該解除正在處理當中。

資本架構

本集團的資本架構自上市日期起及直至本報告日期止並無任何變動。

庫務政策

本集團已對其庫務政策採取保守方針，故在整個年度維持健康的流動資金狀況。
本集團透過對客戶財務狀況進行持續信貸評估及評定，竭力降低信貸風險。
為管理流動資金風險，董事會密切監察本集團的流動資金狀況，以確保本集
團的資產、負債及其他承擔的流動資金結構可應付其不時資金需求。

或然負債

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或然負債（2019年：無）。

資產抵押

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產抵押（2019年：無）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20年6月30日，包括董事在內，本集團共有 157名員工（2019年：16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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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視僱員為寶貴資產，且我們的成功乃由我們的僱員提供支持而獲得鞏固。
與我們的人力資源政策一致，我們致力於提供具吸引力的薪酬待遇及公平和
諧的工作環境，以保證我們僱員的合法權利及權益。本集團定期審閱我們的
人力資源政策（概述本集團的補償、工時、休息期以及其他利益及福利），以確
保符合法律及法規。我們時常著重透過提供具競爭力的薪酬待遇吸納合資格
人選。該等待遇乃根據僱員表現及參考現行市況進行審閱，並及時作出調整
以令其符合市場標桿。

對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進行的重大投資、重大投資或資本資
產的未來計劃、重大收購或出售

除本報告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本年度並無作出任何重大投資，且並無對附
屬公司、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進行任何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重
大收購及出售。

資本風險管理及財務風險管理

資本管理

本集團對其資本進行管理以確保其能夠持續經營，並透過優化債務及權益結
餘為股東帶來最大回報。

本集團管理層不時對資本架構進行審閱。作為審閱的一部分，管理層認為資
本成本及風險與各類別資本有關。

資產負債比率

資產負債比率乃按各報告日期的借款總額（包括並非於我們日常業務過程中
產生的應付款項）除以權益總額計算。

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為52%（2019年：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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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所得款項用途及業務目標與實際業務進度之比較

直至2020年6月30日，我們根據本公司於 2020年4月29日刊發的招股章程（「招股
章程」）所載指定用途而動用的上市產生的所得款項淨額如下：

描述
所得款項

淨額

籌集
所得款項

淨額的概約
百分比

由上市日期
至2020年
6月30日
的計劃

所得款項
淨額用途

由上市日期
至2020年
6月30日
所得款項
淨額的

實際用途

籌集
所得款項

淨額的概約
百分比的
實際用途

千新加坡元 百分比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百分比

開設新手工烘焙坊及休閑快餐廳
「Proofer」烘焙坊 984 37.0 589 – –
「Yuba Hut」餐廳 683 25.7 236 53 1.9
「Laura」餐廳 136 5.1 – – –
「Proofer」餐廳 196 7.4 – – –
擴充人手 246 9.3 – – –
升級現有中央廚房
採購及安裝自動化生產設備 69 2.2 – – –
建立一間蛋糕房
速凍間的裝修及建立 104 4.3 104 – –
購買及安裝機器及設備 65 2.5 – – –
購置一輛貨車 45 1.7 45 – –
一般營運資金 128 4.8 18 18 0.7     

總計 2,656 100.0 992 71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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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截至 2020年6月30日的指定及實際實施計劃：

目的 建議實施日期 實施計劃 實際實施業務

開設新手工烘焙坊
及休閑快餐廳

2020年6月至 
2021年6月

• 以「Proofer」品牌開
設五家手工烘焙坊；
及

• 以「Yuba」品牌開設
一家日式休閒快餐
廳

• 以「Yuba」品牌為一
家餐廳繳付租賃按
金

擴充人手 2020年6月至 
2021年6月

• 本年度並無計劃的
活動

升級現有中央廚房 2021年2月
(附註 a)

• 本年度並無計劃的
活動

• 本年度並無計劃的
活動

建立一間蛋糕房 2021年2月
(附註 a)

• 翻新及建立冷凍室 • 因冠狀病毒疫情而
延遲

購置一輛貨車 2020年12月
(附註 a)

• 購買貨車以運送麵
團及烘焙產品。

• 因冠狀病毒疫情而
延遲

附註 a:  本公司招股章程中披露的所得款項使用時間有所延遲（原來預期於 2020年8月或之前悉
數動用），原因是疫情的影響，以致中央廚房升級、設置蛋糕房及購買貨車的開始日期
推遲至上述各個日期。

上 市所得款項淨額（扣除相關開支後）約為2.7百萬新加坡元，其少於日期為
2020年5月15日的配股結果公告所載的 4.2百萬新加坡元。上市後，部分該等所
得款項已根據招股章程所載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予以應用。上市後已產
生1.9百萬新加坡元額外的上市開支。該等開支包括 (i)專業費用及法律費用約1.1
百萬新加坡元；(ii)緊急印刷成本約 0.7百萬新加坡元。上市開支總額為 7.6百萬
新加坡元。載述於招股章程的業務目標、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計劃用途乃根
據本集團於編製招股章程時對未來市況的最佳估計及假設而作出，而該等所
得款項乃根據本集團業務及行業的實際發展而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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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間後事項

董事並不知悉於 2020年6月30日之後至本公告日期發生的任何需要披露的重
大事件。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明白企業透明度及問責制的重要性。本公司致力於達致及維持高水平
的企業管治，此乃由於董事會認為，良好有效的企業管治常規對取得及維持
本公司股東及其他利益相關者的信任尤其關鍵，並且是鼓勵問責性及透明度
的重要元素，以便持續本集團的成功及為本公司股東創造長遠價值。

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常規乃基於GEM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企
業管治守則」）。據董事會所深知，自上市日期直至本年報日期，本公司均有遵
守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的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GEM上市規則第 5.48至5.67條，作為有關董事就本公司股份進行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行為守則」）。經本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
董事已確認，自上市日期直至本年報日期，彼等已全面遵守行為守則所載的
規定交易標準。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證券

董事會確認，於有關期間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均未購買、出售或贖回本
公司任何證券。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釐定有權出席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權利，本公司將於 2020年
12月9日（星期三）至 2020年12月14日（星期一）止（首尾兩日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
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不會辦理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就本公司股份而言，
股東最遲須於2020年12月8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所有股份過戶文
件連同有關股票送達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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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以辦理登記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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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已於 2020年4月24日採納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自採納購股權計
劃以來，並無據此授出任何購股權。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的工作範疇

本集團的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已就本集團截至2020 年6月30日止
年度的初步業績公告中有關本集團截至 2020 年6月30日止年度的綜合資產負
債表、綜合利潤表及相關附註所列數字與本集團該年度的草擬經審計綜合財
務報表所列載數額符合一致。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就此執行的工作不構
成 根 據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頒 布 的《香 港 審 計 準 則》 (Hong Kong Standards on 
Auditing)、《香港審閱準則》 (Hong Kong Standards on Review Engagements) 或香港鑒
證準則》 (Hong Kong Standards on Assurance Engagements) 而執行的鑒證業務，因此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並未對初步業績公告發出任何鑒證意見。

審核委員會

本集團已於 2020年4月24日遵照GEM上市規則第 5.29條及企業管治守則第C.3.3
段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並制定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的主要
職責為（其中包括）(a)就委任、續聘及罷免外部核數師向董事會作出推薦建，
並批准委聘外部核數師之薪酬及條款；(b)審閱財務報表、定期報告及賬目以
及其中所載的重要財務報告判斷；及 (c)審閱財務監控、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
系統。我們的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雷丹女士、林文杰
先生及郭建江先生。雷丹女士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本公司本年度的全年業績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成員審閱，且審核委員會已
就此提供建議及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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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聯交所網站刊登資料

本公告將在聯交所網站及本公司網站刊登。報告期間的年報載有GEM上市規
則規定的所有資料，將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刊登並適時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承董事會命
新加坡美食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Goh Leong Heng Aris

新加坡，2020年9月30日

於 本 公 告 日 期，執 行 董 事 為Goh Leong Heng Aris先 生、Anita Chia Hee Mei (Xie 
Ximei)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雷丹女士、林文杰先生及郭建江先生。

本公告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證券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
有關本公司的資料。各董事就本公告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董事在作出
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
準確及完整，並無誤導或欺詐成份；且本公告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致使
當中任何陳述或本公告產生誤導。

本公告由發表日期起可於GEM之網站www.hkgem.com「最新公司公告」一頁（最
少保存七日）及本公司之網站www.proofer.com.sg內查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