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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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會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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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Grandshores Technology Group Limited
雄岸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647）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全年業績公告

雄岸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回顧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業
績，連同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同期比較數字。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收益 4 44,702,564 49,149,302
銷售及服務成本  (32,657,745) (27,381,933)
   

毛利  12,044,819 21,767,369
其他收入  740,453 1,225,844
其他收益及虧損  (2,364,454) (950,619)
銷售開支  (41,951) (79,942)
行政開支  (9,929,972) (12,053,191)
金融資產之減值虧損  (890,811) (789,928)
融資成本 5 (6,158) (30,689)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24,578) (3,655)
   

除稅前（虧損）╱溢利 6 (472,652) 9,085,189
所得稅開支 7 (694,955) (2,083,834)
   

年內（虧損）╱溢利  (1,167,607) 7,00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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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年內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310,160 589,933

於出售一間附屬公司時解除匯兌儲備   — 37,491
   

年內其他全面收益  310,160 627,424
   

年內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857,447) 7,628,779
   

以下人士應佔年內（虧損）╱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982,487) 5,276,960
 非控股權益  (185,120) 1,724,395
   

  (1,167,607) 7,001,355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525,258) 6,037,729
 非控股權益  (332,189) 1,591,050
   

  (857,447) 7,628,779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新加坡分） 9 (0.09)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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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610,981 7,407,434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672,131 737,781
應收融資租賃款項  395,770 1,467,879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列賬之股權投資  215,376 207,230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1,742,166 597,688
應收貸款  — 75,878
   

  9,636,424 10,493,890
   

流動資產

存貨  1,162,512 2,570,484
貿易應收款項 10 9,080,148 9,681,659
應收融資租賃款項  1,399,320 956,266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12,643,108 27,672,661
應收關聯公司款項  215,376 746,604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6,414,903 1,163,662
已抵押銀行存款  — 786,008
銀行結餘及現金  32,433,321 21,698,546
   

  63,348,688 65,275,890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7,553,464 8,111,258
應付一間關聯公司款項  583,728 508,600
租賃負債  157,790 268,603
應付所得稅  1,000,777 2,085,042
   

  9,295,759 10,973,503
   

流動資產淨值  54,052,929 54,302,387
   



— 4 —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63,689,353 64,796,277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20,701 205,701
租賃負債 81,575 128,100
   

 202,276 333,801
   

資產淨值 63,487,077 64,462,476
   

權益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966,310 1,966,310
儲備 59,964,732 60,360,42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61,931,042 62,326,736
非控股權益 1,556,035 2,135,740
   

權益總額 63,487,077 64,462,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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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

1 一般事項

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五月十八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及登記為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註冊辦事處地址為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本公司於二零
一六年六月十三日根據香港法例第622章公司條例（「公司條例」）第16部於香港公司註冊處處長註冊為非
香港公司，其香港主要營業地點為九龍科學館道1號康宏廣場南座15樓1503室。本公司於新加坡之主要
營業地點為18 Kaki Bukit Place, Eunos Techpark, Singapore 416196。本公司股份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日
起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其營運附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提供專注於維修及╱或安裝機械及電氣系統
（包括小型維修及裝修工程）的綜合樓宇服務，以及於新加坡承接樓宇建造工程。本集團亦從事區塊鏈技
術的開發和應用業務及工業大麻業務。

綜合財務報表以新加坡元（「新加坡元」）呈列，新加坡元亦為本公司的功能貨幣。

2 編製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此統稱亦包括所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及相關詮釋）編製。

此外，綜合財務報表包括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所規定之
適用披露。

3 應用新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其修訂本

a) 於本年度強制生效之新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其修訂本

年內，本集團採納以下與本集團營運有關且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強制生效之新
訂及經修訂準則。

國際財務準則第16號修訂本 Covid-19相關租金寬減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利率基準改革 – 第二階段
 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及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於本年度應用新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其修訂本對本集團於本年度及過往年度之財務狀況及表現
及╱或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事項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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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其修訂本

多項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一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的新訂準則及修訂本及詮釋並無於編製截至二
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時獲提早採納。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及相關修訂本 1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概念框架之提述 2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資公司之間的
 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資產銷售或注資 3

國際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 會計估計之定義 1

國際會計準則第12號條訂本 與單一交易產生之資產及負債相關之遞延稅項 1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及 會計政策披露 1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實務報告第2號修訂本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將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 1

國際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 — 於擬定用途前之所得款項 2

國際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虧損性合約—履行合約之成本 2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二年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年度改進 2

1 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於將釐定日期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本集團管理層估計，應用該等新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其修訂本將不會對綜合財務報表造成重大
影響。

4 收益及分部資料

收益指來自：(i)提供專注於維修及安裝機械及電氣（「機電」）系統（包括小型維修及裝修工程）的綜合樓
宇服務（「綜合樓宇服務」）；(ii)承接樓宇建造工程（「樓宇建造工程」）；(iii)從事營運、維護及管理有關區
塊鏈技術的數據中心及其他高性能數據處理設施及設備、營運數碼資產交易平台及提供區塊鏈策略性諮
詢服務（「區塊鏈技術的開發及應用」）；及 (iv)從事大麻種子研究、大麻種植、大麻二酚（「CBD」）提取及
CBD下游產品應用（「工業大麻」）的收入。

本集團向執行董事（即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報告資料，以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主要營
運決策者審閱按服務性質（即「綜合樓宇服務」、「樓宇建造工程」、「區塊鏈技術的開發及應用」及「工業
大麻」）的收益及本年度的整體溢利或虧損。概無定期向主要營運決策者提供本集團之業績、資產及負債
分析以供審閱原因為主要營運決策者並無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而定期審閱該等資料。因此，僅按照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 號「經營分部」呈列有關實體服務、主要客戶及地區資料的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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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本年度的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範圍內之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
 綜合樓宇服務 36,538,748 31,924,774
 樓宇建造工程 8,286,771 3,658,670
 工業大麻 — —
  

 44,825,519 35,583,444
  

來自其他來源的收入
 區塊鏈技術的開發及應用 (122,955) 13,565,858
  

 44,702,564 49,149,302
  

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來自佔本集團總收益超過10%的客戶的收益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客戶A 8,518,793 8,131,611
客戶B 附註b 5,410,723
客戶C 9,435,336 附註b
客戶D 4,887,962 附註b
客戶E 4,825,835 附註b
  

附註：

(a) 來自上述所有客戶的收益均產生自在新加坡提供綜合樓宇服務及樓宇建造工程。

(b) 相關收益並未佔本集團總收益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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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

下表載列本集團來自客戶之收益及本集團之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於聯營公司之權益（「指定非流動資
產」）按地區劃分之資料。客戶之地域位置乃按服務提供所在地點釐定。指定非流動資產之地域位置按資
產之實際位置（倘為物業、廠房及設備）及經營所在地點（倘為於聯營公司之權益）釐定。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

新加坡 44,825,519 35,583,444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

香港 (122,955) 13,565,858
  

 44,702,564 49,149,302
  

 於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非流動資產

新加坡 6,542,132 7,231,336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包括香港 740,980 913,879
  

 7,283,112 8,145,215
  

收益劃分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範圍內之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進一步分析如下：

 綜合樓宇服務 樓宇建造工程 工業大麻 總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按收益確認時間劃分
按一段時間 36,538,748 31,924,774 8,286,771 3,658,670 — — 44,825,519 35,583,444
        

 36,538,748 31,924,774 8,286,771 3,658,670 — — 44,825,519 35,583,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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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融資成本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銀行借貸的利息 — 19,431
租賃負債的利息 6,158 11,258
  

 6,158 30,689
  

6 除稅前（虧損）╱溢利

除稅前（虧損）╱溢利乃經扣除以下各項後達致：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907,628 1,438,685
終止租賃安排的虧損 — 2,242
向顧問支付股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34,969 596,959
一筆按金減值虧損 — 737,428
投資至一間聯營公司的減值虧損 70,184 —
應收一間關聯公司款項減值虧損 727,096 —
應收融資租賃款項的減值虧損 163,715 52,500
支付予本公司核數師的審核費用：
 — 年度審核費用 222,428 227,262
董事薪酬 1,591,663 2,072,340
其他員工成本
 — 股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4,114 46,050
 — 薪金及其他福利 7,627,713 7,101,410
 —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315,687 339,864
  

員工成本總額 9,539,177 9,559,664
  

確認為銷售及服務成本之存貨成本 3,192,648 6,711,957
確認為銷售及服務成本之分包商成本 25,762,952 17,663,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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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開支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稅項開支包括：
即期稅項
 — 新加坡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908,502 1,050,261
 — 香港利得稅 — 1,013,315
 — 中國企業所得稅 52 —
以往年度（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128,599) 20,258
遞延稅項 (85,000) —
  

 694,955 2,083,834
  

8 股息

本公司於年內或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後並無宣派股息（二零二一年：無）。

9 每股（虧損）╱盈利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新加坡元） (982,487) 5,276,960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股數） 1,095,040,000 1,031,423,562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新加坡分） (0.09) 0.51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基於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虧損）╱溢利及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計算每股攤薄虧損時並無假設尚未行使之購股權被行使，原因為假設行使將導致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虧損減少。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時並無假設本公司之尚未行使之購股權被行
使，原因為其行使價高於本年度本公司股份的平均市價。因此，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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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應收款項
 於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已開票貿易應收款項 5,749,789 8,222,562
未開票貿易應收款項（附註a） 3,330,359 1,459,097
  

 9,080,148 9,681,659
  

附註：

(a) 未開票貿易應收款項指 (i)綜合樓宇服務中已施工但尚未開票之應計收益；及 (ii)有權開具發票之已
完工樓宇建造工程將予開票的建築收益之結餘。

就大部分客戶而言，於完成提供服務後將開具發票。

本集團就已開票貿易應收款項授予客戶的信貸期通常為發票日期起計15至60日。以下為於各報告期末
根據發票日期呈列的已開票貿易應收款項賬齡分析：
 於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90日內 4,656,247 7,359,036
91至180日 377,287 672,807
181至365日 414,207 97,562
一年以上但不超過兩年 235,708 48,195
兩年以上 66,340 44,962
  

 5,749,789 8,222,562
  



— 12 —

11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貿易應付款項 3,456,967 5,593,779
貿易應計費用 2,860,764 1,151,447
  

 6,317,731 6,745,226
應計營運開支 541,658 768,232
其他應付款項
 應付貨品及服務稅 286,449 455,374
 其他 407,626 142,426
  

 7,553,464 8,111,258
  

以下為於各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呈列的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

 於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90日內 3,198,874 3,030,069
91至180日 107,008 1,805,252
181至365日 62,159 612,932
一年以上但不超過兩年 71,053 94,668
兩年以上 17,873 50,858
  

 3,456,967 5,593,779
  

從供應商及分包商取得有關採購之信貸期為15至90日或於交付時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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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及前景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錄得收益約44.7百萬新加坡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約49.1百萬
新加坡元）。本集團之毛利由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21.8百萬新加坡元減少
至回顧年度約12.0百萬港元。本集團之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約
44.3%減少至截至回顧年度之約26.9%。

根據新加坡建設局（「建設局」），二零二二年的總建築需求（即將授予之建築合約總值）預期將
介乎270億新加坡元至320億新加坡元。公營部門項目預計將為總建築需求貢獻百分之六十，
介乎160億新加坡元至190億新加坡元。私營部門於二零二二年的建築需求預期將達致110億
新加坡元至130億新加坡元，與二零二一年之數目相當。鑑於最新的房地產降溫措施，在市
場情緒更趨謹慎的情況下，預計住宅建築需求將同比放緩。然而，隨著對酒店及景點進行翻
新以準備迎接入境旅遊業復甦，商業建築需求預計將增加，而舊商業場所將預留作重建以提
高其資產價值。

就中期而言，建設局預計建築需求將於二零二三年至二零二六年期間每年達致介乎250億新
加坡元至320億新加坡元。鑑於新加坡經濟基本面強勁，投資意願良好，中期私營建築需求
預期維持穩定，並將於二零二三年至二零二六年期間每年達致140億新加坡元。

本集團認為，鑑於受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影響，外部環境的持續不確定性以及新
加坡及世界主要經濟體的經濟負面展望，二零二二年建造業的前景將充滿挑戰。所有相關限
制因素令招標較以前面對更大競爭，盈利能力亦大大降低。本集團正密切留意情況，並將在
充滿挑戰的經濟環境中維持營運及審慎的財務政策。本集團將繼續管理開支，不斷檢討業務
策略，並以審慎的態度物色機會。



— 14 —

於回顧年度，比特幣價格經歷巨大波動，本集團策略性減少比特幣交易量。本集團的數字資
產交易收入由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11.5百萬新加坡元減少至回顧年度的約
1.2百萬新加坡元。此外，由於比特幣價格由二零二一年三月底約59,000美元跌至回顧年度完
結時約46,000美元，本集團於回顧年度確認數字資產存貨之公平值變動虧損約1.3百萬新加
坡元，而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收益約為2.1百萬新加坡元。

本集團之工業大麻業務於回顧年度內並不活躍。

未來前景

本集團有意繼續現有主要業務，於新加坡提供綜合樓宇服務及承接樓宇建造工程。與此同
時，本集團有意投資新商機，以實現業務擴展及多元化，藉此提升股東價值，並與現有業務
相輔相成。

儘管區塊鏈的收益及毛利於本回顧年度有所下跌，經考慮區塊鏈科技應用不斷拓展至不同領
域及行業，董事對區塊鏈技術開發及應用業務維持樂觀態度。

於二零二二年五月，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已批准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雄岸資產管理有
限公司進行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附表5界定之第4類（就證券提供意見）及第9類
（提供資產管理）受規管活動。本集團將逐步投入資源發展新金融服務業務，當中包括資產管
理以及其他金融服務。

工業大麻業務方面，本集團將定期檢討市況，探尋在該行業之發展及拓展機會。

財務回顧

收益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錄得收益約44.7百萬新加坡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約49.1百萬
新加坡元），減少約4.4百萬新加坡元或約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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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綜合樓宇服務之收益由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31.9百萬新加坡元增加至
回顧年度約加36.5百萬新加坡元，增加約4.6百萬新加坡元。增加乃主要由於新加坡政府取
消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七日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一日（「阻斷期間」）實施的對抗COVID-19之阻斷
措施。本集團大部分項目於阻斷期間暫停，以致本集團上年度的綜合樓宇服務及樓宇建造工
程之進度嚴重放緩。

樓宇建造工程所得收益由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3.7百萬新加坡元增加約4.6
百萬新加坡元或約126.5%至回顧年度的約8.3百萬新加坡元，此乃主要由於上文所討論之新
加坡政府取消阻斷措施所致。

綜合樓宇服務及樓宇建造工程之收益增幅被區塊鏈技術開發及應用業務所產生之跌幅所抵
銷，而該業務，由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收益約13.6百萬新加坡元減少約13.7
百萬新加坡元至回顧年度虧損約123,000新加坡元。該減少主要由於鑑於回顧年度比特幣價
格的高波動性，本集團策略性減少比特幣交易量以及回顧年度完結時的比特幣價格較二零
二一年三月底下跌所致。

銷售及服務成本

本集團之銷售及服務成本由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約27.4百萬新加坡元增加
至回顧年度的約32.7百萬新加坡元，相當於增加約5.3百萬新加坡元或約19.3%，乃主要由於
上述所討論的綜合樓宇服務及樓宇建造工程收益增加所致。儘管區塊鏈技術開發及應用業務
之收益大幅減少，但該業務擁有高毛利率，故銷售的大幅下跌並無導致服務成本大幅減少。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之毛利由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約21.8百萬新加坡元減少至回顧年度
的約12.0百萬新加坡元，減少約9.8百萬新加坡元或約44.7%。有關減少乃主要由於上述所討
論的收益減少以及銷售及服務成本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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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約44.3%減少至截至二零二二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約26.9%。減少乃主要由於區塊鏈技術開發及應用業務之收益貢獻由截
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收益約13.6百萬新加坡元減少至回顧年度虧損約123,000
新加坡元所致。區塊鏈技術開發及應用業務之毛利率較綜合樓宇服務及樓宇建造工程之毛利
率為高。區塊鏈技術開發及應用業務之收益大幅減少，導致本集團毛利率下跌。此外，由
於受COVID-19疫情影響，外部環境持續不確定以及新加坡及世界主要經濟體的經濟負面展
望，於回顧年度之綜合樓宇服務及樓宇建造工程業務較去年面對更大競爭，綜合樓宇服務及
樓宇建造工程之毛利率有所減少。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由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約1.2百萬新加坡元減少至回顧年度的
約740,000新加坡元，減少約485,000新加坡元。該減少的主要原因是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簽訂的融資租賃安排導致終止確認存貨收益約319,000新加坡元，而在回顧
年度內並無發生類似事件。此外，所收到的政府補助從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的約360,000新加坡元減少至回顧年度的約256,000新加坡元。

其他收益及虧損

本集團之其他收益及虧損由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951,000新加坡元增加至
回顧年度之虧損約2.4百萬新加坡元。該增加主要由於確認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
公平值虧損約2.4百萬新加坡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收益約177,000新加坡元）。此
外，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出售附屬公司的收益約為305,000新加坡元，該
收益於回顧年度內並無出現。該減少由確認匯兌虧損由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約1.4百萬新加坡元減少至回顧年度約145,000新加坡元部分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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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本集團之行政開支由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12.1百萬新加坡元減少約2.2百
萬新加坡元或約17.6%至回顧年度之約9.9百萬新加坡元。本集團之法律及專業服務費用由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約1百萬新加坡元減少至回顧年度之約275,000新加
坡元，乃由於回顧年度該等服務所需之交易減少。本集團之以股份支付購股權開支由截至二
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649,000新加坡元減少至回顧年度約39,000新加坡元，乃由
於大多數有關已授出購股權之以股份支付購股權開支已於回顧年度開始前悉數確認。本集團
包括在行政開支內的折舊費用由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1.1百萬新加坡元減
少至回顧年度約811,000新加坡元，乃由於上一年度出售 Innovative Plus Investments Limited
（「Innovative Plus」）及其全資附屬公司DRC Engineering Pte. Ltd，其主要於新加坡從事向中小
型客戶提供綜合樓宇服務。

融資成本

本集團之融資成本由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31,000新加坡元減少至回顧年度
之約6,000新加坡元。由於抵押貸款於過往年度已悉數償還，回顧年度並無銀行貸款利息（二
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約19,000新加坡元）。租賃負債利息亦由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約11,000新加坡元減少至回顧年度約6,000新加坡元。

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的所得稅開支由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約2.1百萬新加坡元減少至回
顧年度的約695,000新加坡元，減少約1.4百萬新加坡元，此乃由於應課稅溢利減少所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

本集團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由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約5.3百
萬新加坡元溢利變為回顧年度的約982,000新加坡元虧損，此乃主要由於上文所討論之區塊
鏈技術開發及應用業務之收入減少所致。

或然負債

於回顧年度完結時，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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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派付回顧年度的末期股息（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於回顧年度維持穩健的財務狀況。於回顧年度完結時，本集團之銀行結餘及現金總額
為約32.4百萬新加坡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約21.7百萬新加坡元）。本集團於回顧年
度完結時的流動比率為約6.8倍（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約5.9倍）。

外匯風險承擔

本集團的新加坡主要營運附屬公司的功能性貨幣為新加坡元。然而，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之
資產及負債以新加坡元以外之貨幣計值。本集團因以新加坡元以外之貨幣計值之已確認資產
及負債而承受外匯風險。於回顧年度，本集團並無使用任何金融工具對沖其外匯風險。於回
顧年度，本集團錄得外匯虧損約145,000新加坡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虧損約1.4百
萬新加坡元）。

有關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資公司之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並無有關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資公司之任何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回顧年度完結時，本集團共僱有全職僱員（包括執行董事）246名，於二零二一年三月
三十一日則有257名全職僱員。本集團僱員之薪酬乃根據彼等之工作範圍、職責及表現釐
定。本地僱員亦視乎其各自表現及本集團盈利能力而享有酌情花紅。取決於外籍工人之工作
許可證有效期，本集團新加坡綜合樓宇服務業務及樓宇建造工程業務的外籍工人一般按兩年
基準受僱，及須基於彼等之表現續約，而薪酬乃根據其工作技能而釐定。其他僱員福利包括
提供退休福利、醫療福利及培訓課程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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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後事項

(a) 於二零二二年四月四日，雄岸區塊鏈集團有限公司（「雄岸區塊鏈」）（本公司之全資附屬
公司）與周紅梅女士（「周女士」）訂立貸款協議，據此，雄岸區塊鏈同意向周女士提供本
金額為5,800,000港元之該貸款，按年利率8%計息，為期六個月（「該貸款」）。周女士持
有雄岸創意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擁有60%權益之附屬公司）之40%股權。周女士為本公
司一間附屬公司之主要股東，故根據上市規則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貸款協議項下擬進
行之交易構成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之本公司關連交易。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
二零二二年四月四日之公告。

(b) 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本公司與劉子豪（「劉先生」）先生訂立認購協議（「認購協
議」），據此，本公司已有條件同意配發及發行，而劉先生已有條件同意認購100,000,000
股新普通股（「認購股份」），認購價為每股認購股份0.1438港元（「認購事項」）。認購協議
項下之所有先決條件已獲達成，而完成已於二零二二年五月三十日落實。詳情請參閱本
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及二零二二年五月三十日之公告。

(c) 於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雄岸科技（香港）有限公司（「雄岸
（香港）」）與獅子財富管理有限公司（「獅子財管」）同意透過認購49股及51股新Aquarius 
II Sponsor Ltd.（「Aquarius」）已發行股本中無面值的普通股，以增加其於Aquarius的出
資額，總認購價分別為1,592,500美元及1,657,500美元（「增資」）。自其註冊成立以來，
Aquarius為本公司的聯營公司，分別由雄岸（香港）及獅子財管擁有49%及51%權益。完
成增資後，本集團將繼續持有Aquarius已發行股份的49%，並繼續將其於Aquarius的權
益入賬列作聯營公司。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之公告。

(d) 於本公告日期，比特幣的市價由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約46,000美元下跌至約為
20,000美元，導致數字資產存貨之公平值虧損約為398,000美元（相當於約553,000新加
坡元）。

除上文所述者外，於回顧年度完結後並無發生重大事項。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集團致力於維持良好的企業管治以保障股東權益及實現有效的問責制。本公司已採納上市
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就董事會所深知，本公司於回顧年度一
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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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證券

於回顧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證券。

審核委員會審核年度業績

本集團於回顧年度之綜合財務業績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

獨立核數師報告摘錄

以下為有關本集團於回顧年度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的獨立核數師報告摘錄。該報告包括一項
強調事項，並沒有保留意見。

「意見

吾等認為，該等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真實而中肯地反映 貴集團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的綜合財務狀況以及其截至該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表現及綜合現金流量，並已遵照香港公
司條例的披露規定妥為擬備。

強調事項

請注意綜合財務報表附註36.1及36.2，當中載述與區塊鏈技術及數字資產市場發展性質所涉
及的風險及不確定因素。目前數字資產市場（包括法規演變、託管及交易機制）不成熟的性
質、倚賴資訊科技完整性及安全性以及估值及交易量波動均使  貴集團的區塊鏈技術開發及
應用業務面臨特殊風險。吾等認為該等情況對於用戶了解 貴集團區塊鏈技術開發及應用業
務及綜合財務報表而言至關重要。吾等於此方面不發表保留意見。」

獨立核數師之工作範圍

載於本集團於回顧年度的初步業績公告中的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綜合財務狀況表及
有關附註的數字已經由本公司獨立核數師國富浩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同意為該年
度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載列的金額。國富浩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就此進行的工
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委聘準則或香港保證委聘
準則的保證委聘，因此國富浩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並無對初步公告作出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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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全年業績公告及年報

本公司的全年業績公告於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 及本公司網站 (www.grandshorestech.
com)刊載。本公司於回顧年度的年報（載有上市規則訂明的所有相關資料）將於二零二二年七
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向本公司股東寄發，並於聯交所網站及本公司網站刊載。

 承董事會命
 雄岸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姚勇杰

香港，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姚勇杰先生；非執行董事蔡成海先生、呂旭雯女士及 
俞卓辰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朱宗宇先生、李侃霖先生及俞文卓先生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