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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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無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
何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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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業績公告

於聯交所上市

自完成股份發售後，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一月十四日起於聯交所上市。首次公
開發售所得款項淨額及相應增加的已發行股份數目並未計入本集團截至二零
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

財務摘要：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變動百分比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收益 58,581,851 55,511,946 5.5%
上市開支 2,912,780 – –
除稅前溢利 3,714,906 7,202,451 -48.4%
年內溢利 2,136,994 5,973,920 -63.2%

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變動百分比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銀行結餘及現金 4,025,006 3,476,790 15.8%
銀行及其他借款 4,958,554 1,557,540 218.4%
資產淨值 33,842,744 31,621,827 7.0%

主要財務比率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毛利率 24.4% 24.5%
除稅前溢利率 6.3% 13.0%
年內溢利率 3.6% 10.8%
總資產回報率 4.6% 13.5%
權益回報率 6.3% 18.9%
資本負債比率（倍數） 0.1 0.1
流動比率（倍數） 2.6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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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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的全年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比較數字及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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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收益 5 58,581,851 55,511,946
銷售成本 (44,262,918) (41,884,537)

毛利 5 14,318,933 13,627,409
其他收入 6 149,624 162,877
其他收益及虧損 7 139,315 190,527
銷售及分銷開支 (2,579,718) (2,222,493)
行政開支 (5,246,815) (4,428,809)
上市開支 (2,912,780) –
融資成本 8 (153,653) (127,060)

除稅前溢利 3,714,906 7,202,451
所得稅開支 9 (1,577,912) (1,228,531)

年內溢利 10 2,136,994 5,973,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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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01) 185,465
隨後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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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528 1,691,573

年內其他全面收益 415,927 1,877,038

年內溢利及其他全面收益總額 2,552,921 7,850,958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新加坡分） 12 0.27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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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7,974,631 18,190,843
投資物業 1,451,120 1,447,368

19,425,751 19,638,211

流動資產
存貨 10,234,921 11,438,186
貿易應收款項 13 10,851,673 8,986,112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1,284,544 633,007
衍生金融工具 51,237 7,271
應收一名關聯方款項 – 198,915
應收股東款項 173,374 –
銀行結餘及現金 4,025,006 3,476,790

26,620,755 24,740,281

負債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4 5,227,444 5,696,265
衍生金融工具 61,985 19,249
應付一名關聯方款項 – 17,434
應付股東款項 – 3,695,086
融資租賃承擔 13,765 17,989
銀行及其他借款 4,083,125 494,135
應付所得稅 885,780 845,629

10,272,099 10,785,787

流動資產淨值 16,348,656 13,954,494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承擔 2,551 14,868
銀行及其他借款 875,429 1,063,405
遞延稅項負債 1,053,683 892,605

1,931,663 1,970,878

資產淨值 33,842,744 31,621,827

權益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 300,000
其他儲備 (332,000) –
合併儲備 299,994 –
重估儲備 11,653,314 11,220,786
匯兌儲備 (1,574,503) (1,557,902)
累計溢利 23,795,937 21,658,943

33,842,744 31,62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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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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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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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團重組及綜合財務報表的呈列基準

於進行集團重組（「集團重組」）計劃前，Tai Sun Lim Kee Food Industries (M) Sdn. Bhd.（「TSF 」）
及Treatz Food Sdn. Bhd.（「TZF 」）由Tai Sun (Lim Kee) Food Industries Pte. Ltd.（「TSS 」）、林
芳宇先生及林方宙先生分別直接持有64.4%、17.8%及17.8%，據此，TSS由控股股東實益擁有。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林芳宇先生及林方宙先生各自將其於TZF的所有股份轉讓予
TSS，現金代價分別為89,000馬來西亞林吉特及89,000馬來西亞林吉特。股份轉讓完成後，
TZF成為TSS的直接全資附屬公司。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四日，林芳宇先生及林方宙先生各自將其於TSF的所有股份轉讓予
TSS，現金代價分別為409,000馬來西亞林吉特及409,000馬來西亞林吉特。股份轉讓完成後，
TSF成為TSS的直接全資附屬公司。

Tai Sun Holding Limited（「TSH」）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三日在英屬處女群島注冊成立為有限公
司。於二零一八年五月十日，本公司獲配發及發行一股入賬列為繳足的TSH股份。股份認購
完成後，TSH由本公司直接全資擁有。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控股股東將其全部股份轉讓予TSH，代價為6新加坡元，由本
公司依照控股股東的指示，向SWL配發及發行900股入賬列為繳足的新股份而結清。股份轉
讓完成後，TSS將成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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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集團重組，TSS及其附屬公司由控股股東控制。作為集團重組的一部分，本集團一
直受控股股東的共同控制，因此被視為持續經營實體。因此，綜合財務報表的編製包括本集
團現時旗下公司的財務報表，猶如集團重組完成後的集團架構於期內或自彼等各自的註冊
成立或成立日期起（以較短者為準）一直存在。

3.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於本年度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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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的影響

本集團於本年度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修訂）及於二零
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的其他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相關後續修訂本。

就金融工具的分類及計量而言，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對本集
團的綜合財務狀況並無影響，亦無於同日採用預期損失法而確認任何重大額外減值。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於授權該等財務報表之日期，本集團並無應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及與本集團有關的新
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或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1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修訂本）
具有負補償的提前償付特徵1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第23號詮釋
所得稅處理的不確定性1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年度改進（二零一五年至 

二零一七年週期）1

1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並獲准提早應用。

除下文所述外，本集團管理層認為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修訂本均不大可能對本集
團於可見未來的財務狀況及表現及披露產生重大影響。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

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的一般影響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同時為出租人及承租人引入一個用以識別租賃安排及會計處理的
全面模式。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將於其生效時取代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及相關詮釋。

與承租人會計處理相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大致轉承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的出租人
會計處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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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的新定義的影響

本集團將確保過渡至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可行權宜方法，而非重新評估合約是否包
含租賃。因此，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及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4號詮釋的租賃定義
將繼續適用於於二零一九年一月前訂立或修訂的該等租賃。

租賃的定義變更主要與控制權的概念有關。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根據所識別資產的使
用是否由客戶控制區分租賃及服務合約。控制權被視為存在，倘客戶：

－ 有權取得使用所識別資產的幾乎全部經濟利益；及

－ 有權指示該資產的使用。

本集團將就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訂立或修訂的所有租賃合約（無論本集團是否為
租賃合約的出租人或承租人）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所載的租賃定義及相關指引。基
於初步評估，管理層認為，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中的新定義不會對本集團符合租賃定
義的合約範圍造成重大變化。

對承租人會計處理的影響

經營租賃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將變更本集團對資產負債表外先前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分類
為經營租賃的租賃之入賬方式。

於首次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時，就全部租賃（下文所提述者除外）而言，本集團將：

a) 於綜合財務狀況表確認初步按未來租賃款項現值計量的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

b) 於綜合損益表確認使用權資產折舊及租賃負債利息；

c) 於綜合現金流量表將已付現金總額分別呈列為本金部分（呈列於融資活動內）及利息（呈
列於經營活動內）。

租賃優惠（如免租期）將確認為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計量的一部分，而根據國際會計準則
第17號，其將導致確認租賃負債優惠，並以直線法攤銷為租賃開支扣減。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使用權資產將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6號資產減值進行減值
測試。此將取代先前確認虧損性租賃合約撥備的規定。

就短期租賃（租期為12個月或以下）及低價值資產租賃（如個人電腦及辦公室家具）而言，經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允許，本集團將選擇以直線法確認租賃開支。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不可撤銷經營租賃承擔為1,902,558新加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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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評估顯示該等安排中的1,901,436新加坡元與租賃（短期租賃及低價值資產租賃除外）有
關，因此本集團將就所有該等租賃確認使用權資產918,373新加坡元及相應租賃負債1,023,059

新加坡元。對損益的影響為令行政開支減少153,467新加坡元，折舊增加113,144新加坡元及
利息開支增加55,863新加坡元。

初步評估顯示該等安排中的1,121新加坡元與短期租賃及低價值資產租賃有關。

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經營租賃的所有租賃付款乃呈列為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的一
部分。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該等變動的影響為導致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減少，融資活動
所用現金淨額增加相同金額。

融資租賃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就先前屬融資租賃的資產的主要差異為對
承租人提供予出租人的剩餘價值擔保之計量。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規定本集團僅於有
關金額預期為剩餘價值擔保的應付款項（而非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規定的擔保最高限額）
時將資產確認為其租賃負債的一部分。根據基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現有事實及
情況對本集團於該日的融資租賃的分析，本公司董事已評估該變動的影響將不會對於本集
團的綜合財務報表已確認的金額造成任何影響。

對出租人會計處理的影響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出租人將繼續將租賃分類為融資租賃或經營租賃，並將該
兩類租賃分別入賬。然而，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將更改及擴大所規定的披露（尤其是，
有關出租人如何管理其租賃資產中的剩餘權益導致的風險）。

根據初步評估，本公司董事已評估應用該準則將不會對本集團造成重大影響。

4. 重大會計政策概要

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此外，
綜合財務報表包括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及公司條例規定的適用披露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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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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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報資料，以分配資源及評估分
部表現，主要關注已售產品類型以及涉及「堅果」及「薯片」運營。於當前年度，主要營運決
策者開始按已售產品類型，而非按過往年度本集團整體的全面業績審閱溢利。因此，比較數
字於分部業績中披露。於設定本集團之可呈報分部時，概無經營分部作合併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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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收益 毛利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堅果 45,449,831 43,158,435 10,808,516 9,338,373

薯片 10,735,841 10,223,122 2,953,256 3,765,384

其他 2,396,179 2,130,389 557,161 523,652

總計 58,581,851 55,511,946 14,318,933 13,627,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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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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 34,452,732 32,853,619

馬來西亞 14,397,645 13,126,229

中華人民共和國（包括香港） 5,088,182 4,559,952

其他（附註） 4,643,292 4,972,146

總計 58,581,851 55,511,946

附註：

其他包括印度、英國及印尼。

6. 其他收入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政府補貼* 36,428 62,180

利息收入 20,497 19,850

租金收入 80,629 51,181

其他 12,070 29,666

149,624 162,877

* 已收取政府補貼主要包括加薪補貼計劃、特別就業補貼及能力發展津貼計劃，均為抵
銷已產生的開支或虧損或旨在給予本集團即時財務資助（無未來相關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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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收益及虧損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收益 (2,700) 4,784

匯兌收益，淨額 131,635 299,544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收益╱（虧損） 10,380 (113,801)

139,315 190,527

8. 融資成本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銀行透支及借款的利息 150,415 123,888

融資租賃承擔的利息 3,238 3,172

153,653 127,060

9. 所得稅開支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稅項開支包括：
即期所得稅
本年度 1,472,980 1,196,024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 5,876

1,472,980 1,201,900

遞延稅項
本年度 28,118 28,056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78,634 –

重估資產的稅務影響 (1,820) (1,425)

104,932 26,631

1,577,912 1,228,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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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八評稅年度及
二零一九評稅年度，新加坡附屬公司可就應付稅項進一步合資格分別獲50%（上限15,000新
加坡元）及20%（上限1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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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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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馬來西亞，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標準公司稅率為24%（適
用於在馬來西亞註冊成立且繳足股本超過2,500,000馬來西亞林吉特的公司）。於二零一七評
稅年度及二零一八評稅年度，如公司一項業務所得應課稅收入較緊隨評稅年度前增長5%或
以上，則馬來西亞附屬公司的部分收入合資格享有較標準稅率減免1%至4%的稅率。稅率減
免適用於應課稅收入增長部分。

本年度的所得稅開支與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的除稅前溢利對賬如下：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除稅前溢利 3,714,906 7,202,451

按17%的適用稅率計算的稅項 631,534 1,224,417

在不同司法權區經營的附屬公司不同稅率的影響 79,740 129,816

不可扣稅開支的稅務影響 937,442 213,566

毋須納稅收入的稅務影響 (19,996) (9,932)

企業所得稅項下稅收減免的稅務影響 (35,925) (57,019)

稅收減免及部分免稅的影響 (151,436) (284,782)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78,634 5,876

重估資產的稅務影響 (1,820) (5,740)

其他 59,739 12,330

1,577,912 1,228,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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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年內溢利

年內溢利已扣除以下項目：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確認為銷售成本 1,374,771 1,295,230
確認為行政開支 270,933 279,180

1,645,704 1,574,410

年度審核費用：
－已付予本公司核數師 160,000 85,000
－已付予其他核數師 23,517 –

有關本公司上市的審核費用（附註） 415,000 –

已付予本公司核數師的非審核費用（附註） 83,000 –

上市開支（附註） 2,912,780 –

董事薪酬 1,787,360 1,346,798
其他員工成本
－薪金及其他福利 5,065,634 4,761,972
－中央公積金及僱員公積金供款 432,558 440,993

總員工成本 7,285,552 6,549,763

確認為銷售成本的存貨 37,527,944 35,826,406

投資物業的租金收入總額 (72,566) (43,455)

附註：

計入上市開支的已付予本公司核數師審核及非審核費用分別為新加坡415,000元及新加坡
83,000元，以及已付予本集團其他核數師其他保證費新加坡365,000元。

11. 股息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報告期末後建議派發之股息：
建議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2港仙（二零一七年：零） 348,600 –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建議末期股息乃參考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五日已
發行股份1,000,000,000股計算，及須經本公司股東於即將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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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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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新加坡元） 2,136,994 5,973,920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股份數目：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附註） 800,000,000 800,000,000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新加坡分） 0.27 0.75

附註：

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
佔年內溢利及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計算得出。

計算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數目，乃經假設
致使本公司成為本集團控股公司的集團重組已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生效而釐定，且於集
團重組完成時，已發行800,000,000股股份。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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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貿易應收款項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貿易應收款項 10,851,673 8,986,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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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信貸期而若干銷售要求
於交付時以現金付款。以下為（基於各報告期末發票日期（接近收益確認日期））呈列的貿
易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30日內 5,568,133 3,873,169
31至60日 4,226,041 4,356,870
61至90日 823,123 663,598
91至180日 193,249 44,455
181日至一年 41,127 48,020

10,851,673 8,986,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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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貿易應付款項 3,072,114 4,275,812

貿易應計費用 131,690 404,632

3,203,804 4,680,444

應計營運開支 551,642 587,297

應計上市成本 1,012,214 –

其他應付款項
－客戶墊款 76,809 140,278

－已收按金 11,401 11,833

－應付商品及服務稅 146,236 –

－其他 225,338 276,413

2,023,640 1,015,821

5,227,444 5,696,265

向供應商採購的信貸期為7天至30天，或於交付時應付。

以下為於基於各報告期末發票日期呈列的貿易應付款項賬齡分析：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30日內 2,469,111 3,269,535

31至90日 577,483 1,004,544

91至180日 25,520 1,733

3,072,114 4,275,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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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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致力於交付高品質及安全食品產品並持續滿足客戶預期及遵守合法規定。
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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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已通過有關品質管理及食品安全的各類認證。

本集團的收益由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55.5百萬新加坡元增加
約3.1百萬新加坡元或5.5%至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58.6百萬新
加坡元，主要由於中國農曆新年處於二零一八年二月中旬，晚於截至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處於二零一七年一月的中國農曆新年，導致二零一八年年
初的銷售增長期較長。

產品

本集團的收益主要來自堅果及薯片產品的銷售。下表載列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
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收益明細：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新加坡元 百分比 新加坡元 百分比

堅果 45,449,831 77.6% 43,158,435 77.7%
薯片 10,735,841 18.3% 10,223,122 18.4%
其他（附註） 2,396,179 4.1% 2,130,389 3.9%

總計 58,581,851 100.0% 55,511,946 100.0%

附註： 其他主要指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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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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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堅果及薯片的銷售額分別佔收益約77.6%

及18.3%。堅果及薯片產品組合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保
持相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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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
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按終端客戶地理位置劃分的收益明細：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新加坡元 百分比 新加坡元 百分比

新加坡 34,452,732 58.8% 32,853,619 59.2%
馬來西亞 14,397,645 24.6% 13,126,229 23.6%
中國（包括香港） 5,088,182 8.7% 4,559,952 8.2%
其他（附註） 4,643,292 7.9% 4,972,146 9.0%

總計 58,581,851 100.0% 55,511,946 100.0%

附註： 其他包括印度、英國及印尼。

本集團的產品主要售予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分別佔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總收益約58.8%及24.6%。與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過往年度
相比，按終端客戶地理位置劃分的銷售組合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相對穩定。

毛利

下表載列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毛利明細：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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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49,831 10,808,515 23.8% 43,158,435 9,338,373 21.6%

薯片 10,735,841 2,953,256 27.5% 10,223,122 3,765,384 36.8%

其他 2,396,179 557,162 23.3% 2,130,389 523,652 24.6%

總計 58,581,851 14,318,933 24.4% 55,511,946 13,627,409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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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堅果及薯片產品的定價通常基於競爭對手相若產品的可資比較價格釐定。
此外，新鮮馬鈴薯及木薯根的成本一般低於生堅果成本，導致薯片產品的生產成
本較低。薯片產品原料成本佔收益的百分比低於堅果產品原料成本佔收益的百分比。
因此，較堅果產品而言，薯片產品錄得毛利率較高。

本集團薯片的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36.8%減少至截
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約27.5%，主要由於新加坡元兌歐元（其為
我們於本年度內採購新鮮馬鈴薯的主要計值貨幣之一）貶值及原材料價格上漲。

前景及策略

本集團的業務目標是維持業務持續增長，並創造長期股東價值。本集團擬透過 (i)

憑藉我們的品牌及產能優勢生產及推出玉米片（一種新薯片產品）；及 (ii)提高堅
果及馬鈴薯片產品的產能及銷量，以拓展及鞏固我們於休閒食品行業的市場地位，
從而實現未來的較高增長。

誠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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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以
新加坡、馬來西亞及中國的收益計，由於消費者追求健康飲食，近年來含糖量、人
造增甜劑及調味料更少的休閒食品（如鹹味休閒食品）需求出現大幅增長。對薯片
產品（尤其是馬鈴薯片及玉米片）的需求預期與新加坡、馬來西亞及中國的整體鹹
味休閒食品分類同步增長。馬鈴薯片及玉米片由馬鈴薯、小麥及玉米等材料製成，
其糖分、人工甜味劑及調味劑含量一般少於甜味休閒食品。此外，薯片產品通常以
各種口味及包裝尺寸提供，以使產品符合不同偏好休閒食品消費者的要求。就玉
米片而言，薯片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成為鹹味休閒食品市場的主流趨勢，自此
成為鹹味休閒食品市場內僅次於馬鈴薯片之後的第二大熱門薯片，勢頭強勁。尤
其是，薯片可與各類蘸醬一同食用，如沙司，賦予其有別於其他休閒食品產品的獨
特風味。此乃使玉米片產品有別於其他休閒食品的關鍵因素，使其成為鹹味休閒
食品類別的暢銷產品，於城市千禧一代中頗受歡迎。因此，該等因素預示對薯片產
品的需求向好，如馬鈴薯片及玉米片，以及新加坡、馬來西亞及中國鹹味休閒食品
分類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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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益

本集團的收益由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55.5百萬新加坡元增加
約3.1百萬新加坡元或5.5%至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58.6百萬新
加坡元，主要由於中國農曆新年處於二零一八年二月中旬，晚於截至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處於二零一七年一月末的中國農曆新年，導致二零一八年
年初的銷售增長期較長。

銷售成本

本集團的銷售成本由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約41.9百萬新加坡
元增加約2.4百萬新加坡元或5.7%至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約
44.3百萬新加坡元，主要由於本集團購買了更多材料滿足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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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利

本集團的毛利總額由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13.6百萬新加坡元
增加約0.7百萬新加坡元或5.1%至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14.3百
萬新加坡元，這與收益增加一致。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本
集團的整體毛利率穩定於約24.4%至24.5%。

其他收入

本集團的其他收入由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163,000新加坡元減
少約13,000新加坡元或約8.1%至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150,000
新加坡元，主要由於特別就業補貼計劃項下合資格員工數目減少導致特別就業補
貼計劃的政府補貼減少所致。

其他收益及虧損

本集團的其他收益及虧損由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191,000新加
坡元減少約51,000新加坡元或約26.9%至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
139,000新加坡元，主要由於因新加坡元兌美元及澳元升值而確認較少匯兌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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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及分銷開支

銷售及分銷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2.2百萬新加坡元增加
約0.4百萬新加坡元或16.1%至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2.6百萬新
加坡元，主要由於於二零一七年第四季度在馬來西亞推出Nature’s Wonders產品後，
本集團的Nature’s Wonders產品在馬來西亞舉行推廣活動所致。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自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4.4百萬新加坡元增加約0.8

百萬新加坡元或約18.5%至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5.2百萬新加
坡元，乃主要由於因員工薪金及津貼增加而導致員工成本增加及機器的修理和維
修所需機器部件採購增加所致。

上市開支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產生及確認上市開支約2.9百萬新
加坡元。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自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約127,000新加坡元增加約
27,000新加坡元或20.9%至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154,000新加
坡元，乃由於本集團動用貿易融資向供應商還款導致銀行借款增加所致。

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1.2百萬新加坡元增加至截
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1.6百萬新加坡元，主要由於不可扣稅開支（主
要包括上市開支）的稅務影響所致。

年度溢利

年度溢利由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6.0百萬新加坡元減少約3.8

百萬新加坡元或64.2%至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2.1百萬新加坡元，
主要由於年內產生的一次性非經常性上市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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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扣除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上市開支，本集團截至二零
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調整年度溢利將約為5.0百萬新加坡元。儘管截
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收益及毛利有所增加，經調整年度溢利較
過往年度減少15.5%或0.9百萬新加坡元，主要由於上文所討論行政開支及銷售及
分銷開支增加所致。

流動資金及資本資源

本公司於聯交所上市前，本集團營運資金主要來自經營所得現金、銀行借款及執
行董事墊付資金。本集團的現金主要用於應付營運資金需要及購置物業、廠房及
設備。於上市後，本集團的資金來源將為內部產生資金、銀行借款與股份發售所得
款項淨額的組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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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確保能夠履行我們的到期財務責任。

於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即流動資產除
以流動負債）維持於2.0倍以上。

銀行借款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銀行借款為約5.0百萬新加坡元，此較於二零一七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1.6百萬新加坡元有所增加，主要由於動用貿易融資向供應
商還款。儘管與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相比，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銀行借款有所增加，基於計息銀行借款除以資產淨值，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的資本負債比率相對較低，為約0.1倍。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向若干客戶提供履約保證，
結餘約0.4百萬新加坡元。

抵押資產

於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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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面值分別為11.6百萬新加
坡元及11.8百萬新加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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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開支及承擔

與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1.4百萬新加坡元相比，本集團於截至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產生資本開支約0.9百萬新加坡元。該開支主要
與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以支持本集團業務發展有關。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資本承擔。

重大投資

於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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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招股章程所載本集團重組詳情外，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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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後，發生以下重大事項：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十四日，合共799,999,000股按面值入賬列為繳足的新股份通過
將本公司股份溢價賬的進賬金額7,999,990港元撥充資本的方式配發及發行予唯一
股東，且該等股份在所有方面與本公司當時現有的已發行股份享有同等地位。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十四日，本公司每股面值0.01港元的200,000,000股新普通股通過
股份發售的方式按每股0.50港元的價格發行。於同日，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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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約66.8百萬港元（相
當於約11.7百萬新加坡元）。由於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後上市，故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籌得所得款項。於本公告日期，本集
團正在實施招股章程所載業務策略並將根據招股章程所載擬定用途動用首次公開
發售所得款項淨額。

於本公告日期，尚未動用的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淨額存入新加坡的持牌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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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由於本集團向海外出售大部分食品產品，當中該等銷售主要以美元列值，以及採
購主要材料，當中該等採購主要以美元、歐元及澳元列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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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幣計值預期月銷售額及採購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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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將採取審慎方法並考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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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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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二零一八年
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2港仙，相當於付款總額約2.0百萬港元（相當於約0.3百萬
新加坡元）。派付二零一八年末期股息須經本公司股東於將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
上批准。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日（星期一）上午十時正於255 Pandan Loop, 

Singapore 128433舉行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的通告將根
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及上市規則的規定於適當時候刊發及寄發。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

為釐定股東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權利，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九年五月
二十九日（星期三）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日（星期一）（包括首尾兩日）期間暫停辦
理股東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辦理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資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並於會上投票，未登記股東須於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
分前將填妥的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送交本公司在香港的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22樓），以辦理登
記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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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釐定獲派建議派付之末期股息之權利，本公司亦將由二零一九年六月十日（星
期一）至二零一九年六月十二日（星期三）（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
記手續，期內將不會辦理股份轉讓登記。為符合資格獲派建議派付之末期股息，未
登記股東必須將所有填妥的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於二零一九年六月六日（星
期四）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
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22樓登記。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分別僱傭225

名及2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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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董事
會向合資格參與者授出購股權，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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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以其他方式維持與合資格參與者的持續業務關係，而該等合資格參與者的貢獻
有利於或將有利於本集團的長期發展。

於本公告日期，購股權計劃項下概無任何尚未行使的購股權。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自二零一九年一月十四日（即上市日期）直至本公告日期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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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股東、監管
機構及公眾的監督下維持合法道德地位至關重要。

本公司自二零一九年一月十四日於聯交所上市。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
所載企業管治守則。

據董事所熟知，本公司自上市日期直至本公告日期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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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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確認其於自上市日期至本公告日期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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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監管外部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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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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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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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sun.com.sg)刊發。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報（其
中載有上市規則規定的所有有關資料）將派發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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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七名董事組成，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即林小燕女士、
林芳宇先生、林方宙先生及林生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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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