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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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香港股份代號：1570）
（於新加坡共和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
全年財務業績公告

偉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呈報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 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以及相關對比
數據，如下：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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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

附註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3 1,019,338 2,777,872

銷售成本 (847,093) (2,141,164)  

毛利 172,245 636,708

其他收入 4 28,044 186,503

銷售及分銷費用 (44,617) (63,347)

行政費用 (170,808) (188,216)

其他經營開支 (5,311) (5,289)

分佔合營企業虧損 (1,294) (3,050)  

經營活動業績 (21,741) 563,309

淨財務費用 5 (44,976) (58,021)  

稅前（虧損）╱利潤 7 (66,717) 505,288

所得稅費用 6 (10,675) (282,775)  

年內（虧損）╱利潤 (77,392) 222,513
  

下列人士應佔（虧損）╱利潤：

本公司擁有人 (128,030) 23,280

非控股權益 50,638 199,233  

年內（虧損）╱利潤 (77,392) 222,513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海外業務產生的外匯換算差額 5,312 (3,167)  

年內其他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扣除所得稅 5,312 (3,167)  

年內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72,080) 219,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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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下列人士應佔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24,650) 20,567

非控股權益 52,570 198,779  

年內全面（虧損）╱收益總額，扣除所得稅 (72,080) 219,346
  

每股（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人民幣分） 8 (65.28) 11.87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人民幣分） 8 (65.28) 1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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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1年12月31日

附註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63,613 84,564

無形資產 985 1,256

投資物業 478,000 478,000

合營企業 112,583 357,95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192,160 192,160

遞延稅項資產 67,096 42,923  

914,437 1,156,853  

流動資產

存貨 28,379 17,281

開發物業及預付成本 4,810,108 4,339,069

合約成本 68,928 39,05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498,537 628,654

合約資產 657,264 660,736

其他投資 5,200 9,000

預付稅金 106,820 69,03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16,946 876,548  

7,092,182 6,639,374  

流動負債

貸款及借款 13 1,185,224 1,453,32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1,295,732 1,641,790

合約負債 2,546,213 1,342,697

應付所得稅 312,514 433,519  

5,339,683 4,871,328  

淨流動資產 1,752,499 1,768,046  



– 5 –

附註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貸款及借款 13 344,018 532,286

遞延稅項負債 378,397 376,012  

722,415 908,298  

淨資產 1,944,521 2,016,60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2 359,700 359,700

儲備 988,794 1,113,444  

1,348,494 1,473,144

非控股權益 596,027 543,457  

權益總額 1,944,521 2,016,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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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偉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是一家於新加坡共和國註冊成立的公司。本公司註冊辦事
處的地址為10 Bukit Batok Crescent, #06-05 The Spire, Singapore, 658079。本公司於2016年4月6日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

本公告所載綜合業績並不構成本集團截至 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惟摘
錄自該等財務報表。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及
本集團於合營企業權益。

本公司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而其附屬公司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進行住宅與商
業物業的物業開發商以及暖通及空調產品、空氣淨化及產品及潔淨室設備的生產及貿
易。

2. 編製基準

2.1 合規聲明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
披露規定編製。此外，綜合財務報表包括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所規定的適用披
露。

2.2 計量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投資物業及其他按公允價值計量的投資
除外。

2.3 功能及呈列貨幣

本公司的功能貨幣為新加坡元。由於本集團的業務主要在中國進行，綜合財務報表
乃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所有以人民幣呈列的財務資料均已作四捨五入處理至
最接近的千位數（「人民幣千元」），另有說明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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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為了便於管理，本集團按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將分為若干業務單元，以下是兩個呈報的業
務分部：

I. 物業開發

物業開發包括商業和住宅物業單位的開發和銷售，中國境內的安置房建設，及投資
物業的租賃以獲取租金收入並自投資物業於長期內所產生的資本收益。

II. 潔淨室設備、暖通及空調產品及空氣淨化綜合解決方案（「設備製造」）

潔淨室提供一個精密控制濕度、溫度及顆粒的環境。潔淨室設備包括風機過濾單
元、風淋室、潔淨棚、傳遞箱、無塵洗手烘乾機及潔淨工作台。暖通及空調產品安裝
在關鍵偏轉格柵及出風口，用於引導及調節樓宇內的氣流環境，確保均勻配風。空
氣淨化設備（亦稱為空氣過濾器）是可從空氣中過濾例如甲醛及PM2.5粒子等可造成
健康風險（包括呼吸困難、氣喘及過敏）的固態和氣態污染物的電子設備。透過空氣
過濾器或空氣淨化器的各消毒系統的作用，空氣中的粉塵濃度、污染物、微粒及揮
發性有機物減少，給附近居民創造健康環境。透過與空氣淨化系統整合，具有綜合
保安系統實施服務的智能家居設備、裝修材料，以及供應及安裝智能門窗系統等其
他解決方案已被納入該分部。

本集團的執行主席（「主要經營決策者」）監督不同的業務單元的經營業績，以便在資源配
置和績效考核上作出決策。分部表現乃按經營溢利或虧損評估，誠如下表所闡述，當中
若干方面之計量方法有別於綜合財務報表之經營溢利或虧損。

所得稅面向整個集團基礎上管理，並不分配至經營分部。

經營分部間的交易價格，按與第三方之類似交易根據公平原則達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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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呈報收入、損益、資產及負債對賬：

物業開發 設備製造 合計

2021年 2020年 2021年 2020年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外部客戶 938,605 2,675,749 80,733 102,123 1,019,338 2,777,872

      

分部間收入 – – – – – –

來自經營活動的分部業績 (20,405) 572,322 (1,336) (9,013) (21,741) 563,309
      

利息收入 10,243 15,626 169 277 10,412 15,903

財務費用 (46,938) (64,937) (8,450) (8,987) (55,388) (73,924)  

未計稅前呈報分部 

（虧損）╱利潤 (66,717) 505,288

所得稅費用 (10,675) (282,775)

非控股權益 (50,638) (199,23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虧損）╱利潤 (128,030) 23,280
  

呈報分部資產 7,884,485 7,668,609 122,134 127,618 8,006,619 7,796,227
  

呈報分部負債 (4,470,078) (3,739,433) (62,778) (54,585) (4,532,856) (3,794,018)

貸款及借款 (1,366,066) (1,798,766) (163,176) (186,842) (1,529,242) (1,985,608)  

負債總額 (6,062,098) (5,779,626)
  

其他分部資料

資本開支 4,732 3,674 207 465 4,939 4,139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不包括預付款項）及 

合約資產的減值虧損 

撥備╱（轉回） 1,063 226 (417) 81 646 307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折舊 8,583 8,579 6,965 4,925 15,548 13,504

無形資產攤銷 202 236 89 78 291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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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分部

本集團的地域分部根據本集團資產的位置而設立。地域分部所披露向外部客戶的收入根
據客戶的地理位置劃分。

下表顯示於2021年12月31日及2020年12月31日以及截至該等日期止年度的本集團地理分
部的收入及若干非流動資產資料。

中國 新加坡 其他國家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21年12月31日

收入 973,340 33,220 12,778 1,019,338
    

非流動資產* 634,963 1,929 18,289 655,181
    

2020年12月31日

收入 2,729,177 36,553 12,142 2,777,872
    

非流動資產* 897,593 3,843 20,334 921,770
    

* 不包括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以及遞延稅項資產。

4. 其他收入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投資物業的公允價值變動 – (3,00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產生的收益 1,292 801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產生的收益 4,219 –

出售其他投資的收益 164 204

出售附屬公司的收益 4,229 177,852

撥回其他應付款項的收益 5,917 –

政府撥款 215 2,984

其他投資公允價值變動淨值 – 151

業務合併產生的議價購買收益 314 –

賠償收入 648 1,225

租金收入 6,146 4,966

其他 4,900 1,320  

28,044 186,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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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淨財務費用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利息收入 10,412 15,903

貸款及借款利息費用 (158,873) (247,218)

租賃負債之利息費用 (1,194) (1,338)

其他 (329) (800)  

財務費用淨額 (149,984) (233,453)

資本化開發物業的財務費用 105,008 175,432  

於損益確認的財務費用淨值 (44,976) (58,021)
  

6. 所得稅費用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當期稅項費用

本年度所得稅 24,841 142,779  

遞延稅項（抵免）╱開支

暫時差額產生及撥回 (25,647) 3,860

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利潤的預扣稅 – 18,608  

(25,647) 22,468  

土地增值稅（「土地增值稅」）費用

土地增值稅 11,481 117,528  

稅項費用總額 10,675 282,775
  

新加坡及中國所得稅負債乃根據新加坡及中國相關稅務法律及法規以適用比率計算。

根據於2007年3月16日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內資企業及外商投資企業
的企業所得稅率將統一為25%，自2008年1月1日起生效。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本公司的中國附屬公司須就其在 2008年
1月1日以後所賺取利潤向外資控股公司宣派的股息繳納10%的預扣稅。就須繳納預扣稅
的股息而言，對於已宣派的股息計提預扣稅準備，而對於在可見的將來宣派的股息，則
確認相應的遞延稅項負債。

本集團的若干附屬公司正按當地稅務機構同意的視作稅基繳納企業所得稅。納稅責任乃
按照適用視作產生溢利的企業所得稅率釐定。視作產生溢利乃基於該等附屬公司所產生
收入的視作利潤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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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增值稅是對本集團位於中國所開發持作銷售的物業按土地價值升值階梯稅率介於
30%至60%徵收，而根據適用法律該稅率乃根據物業銷售的所得款項減去可扣除開支計
算。該可扣除開支包括土地使用權租賃開支、借款成本及所有物業開發開支。土地增值
稅的撥備乃根據管理層對中國稅務法律及法規的相關要求的了解進行的最佳預估進行。
實際的土地增值稅負債須在物業開發項目竣工後由稅務機構確定。本集團並未對其若干
物業開發項目與稅務機構完成其土地增值稅的計算及支付。最後結果可能會有別於初始
記錄的金額，而任何差異將影響差異變現期的土地增值稅開支及其相應撥備。

7. 稅前（虧損）╱利潤

稅前（虧損）╱利潤乃於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達致：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付╱應付審計費用 2,607 2,683

已付╱應付非審計費用 – 578

無形資產攤銷 291 31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的減值虧損（轉回）╱撥備 (45) 349

合約資產的減值虧損撥備╱（轉回） 691 (42)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5,548 13,504

出售其他投資收益 (164) (204)

出售一間合營企業收益 (4,219) –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4,229) (177,852)

其他投資公允價值變動淨值 – (151)

業務合併產生的議價購買收益 (314) –

投資物業的公允價值變動 – 3,000

已確認原材料、產成品的變化和在產品 62,076 80,527

物業、廠房及設備報廢 2,878 25
  

8. 每股（虧損）╱盈利

下表反映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使用的損益及共享數據：

2021年 2020年

每股（虧損）╱盈利基於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的本年度（虧損）╱利潤（人民幣千元） (128,030) 23,280
  

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千） 196,133 196,133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人民幣分） (65.28) 11.87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財政年度的本集團（虧損）╱利潤除以財政
年度內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計算。

因本集團未發行攤薄工具，故每股攤薄（虧損）╱盈利與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以相同基礎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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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使用約人民幣4,900,000元（2020年：人民幣14,100,000元）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

使用權資產人民幣 24,295,000元（2020年：人民幣 46,665,000元）計入物業、廠房及設備賬面
值。

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不計息，通常於 30日至180日（2020年：30日至180日）期限內結算。該
等款項按原始發票金額（指初始確認的公允價值）確認。

於報告日期，貿易應收款項根據發票日期的賬齡如下：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至30日 41,193 22,253

31至90日 3,004 32,615

91至180日 2,376 5,727

181至365日 385 2,697

逾期365日以上 2,724 5,780  

49,682 69,072
  

11.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貿易應付款項主要包括應付第三方的建築成本。

於報告日期，本集團根據發票日期計算的貿易應付款項賬齡如下：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至30日 595,435 862,568

31至60日 564 1,212

61至90日 637 1,508

90日以上 24,206 27,090  

620,842 892,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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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股本

本公司

股數

人民幣千元 ’000

繳足普通股，無面值
於2020年及2021年1月1日及12月31日 359,700 196,133

  

本公司宣派股息時，普通股持有人有權收取所宣派股息。每股普通股均有一票無限制的
投票權。對於本公司的剩餘資產而言，所有股份均享有同等權益。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並無發行任何購股權。

13. 貸款及借款

2021年 2020年
有擔保 無擔保 總計 有擔保 無擔保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年或一年內應償還或按要
求應償還款項 1,119,793 65,431 1,185,224 1,285,789 167,533 1,453,322

一年後應償還款項 311,636 32,382 344,018 482,292 49,994 532,286  

貸款及借款總額 1,529,242 1,985,608
  

抵押品之情況說明

於2021年，本集團的貸款及借款包括銀行承兌、租賃負債、銀行透支、銀行貸款、信託金
融公司提供的貸款及其他貸款（2020年：銀行承兌、租賃負債、銀行透支、銀行貸款、信託
金融公司提供的貸款及其他貸款）。貸款及借款（不包括租賃負債及其他貸款）的擔保方
式如下：

(i) 附屬公司資產、開發物業及投資物業的合法抵押；

(ii)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合法抵押；

(iii) 本公司及其若干附屬公司的公司擔保；及

(iv) 第三方的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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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股息

董事會並無宣派或建議派發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任何股息（2020年：無）。

15. 採納新訂╱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已採用所有新訂及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該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於本集團
自2021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以及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有效。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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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基準改革－第 2階段修訂本

此外，本集團於 2021年6月30日後，提早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修訂）COVID-19相
關租金寬減。

除下文所述外，本年度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對本集團本期或前期的業績及財
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於2021年6月30日後，提早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修訂）COVID-19相關租金寬減的

影響

2021年3月發出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修訂為承租人提供一個可行的權宜方法，
在十二個月內以可選擇不就COVID-19疫情的直接後果產生的租金寬免應用租賃修改會
計處理。因此，該可行權宜方法適用於涉及原應在2022年6月30或之前的租賃付款的租金
寬免，惟須符合應用該可行權宜方法的其他條件。

提前採用該修訂對本集團本年度及過往年度的財務狀況及表現並無重大影響。



– 15 –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變動
2021年 2020年 +/(-)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物業開發

收入 938,605 2,675,749 -65%

銷售成本 (785,017) (2,060,637) -62%  

毛利 153,588 615,112
  

毛利率 16% 23%

設備製造

收入 80,733 102,123 -21%

銷售成本 (62,076) (80,527) -23%  

毛利 18,657 21,596
  

毛利率 23% 21%

收入及毛利率（「毛利率」）

物業開發業務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移交予客戶的總淨可售樓面面積（「淨可售樓面面
積」）大幅減少至約105,267平方米（2020年：267,728平方米），主要因為受到新冠疫
情影響施工進度，導致房屋交付時間較預期延後。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物業開發業務的收入主要來自以下項目：悅江灣、
悅堤灣及太湖天萃，分別貢獻約人民幣330,300,000元、人民幣313,200,000元及人
民幣204,200,000元。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物業開發業務的毛利（「毛利」）約為人民幣153,600,000 

元，較 2020年同期減少約75%。毛利率下降約7%，此乃主要與居民安置銷售有
關，僅限於按預先釐定的折扣價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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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製造業務

本分部於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錄得收入約人民幣80,700,000元，較 2020年
同期減少約21%。此乃主要由於2021年中國房地產行業不景氣致使空氣淨化需
求減少，以及COVID-19的持續爆發導致本集團銷售額受到衝擊。

從而導致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毛利較2020年同期下降約14%至約人民
幣18,700,000元。儘管收入有所減少，但設備製造業務的毛利率從約 21%提升至
約23%。

其他收入

其 他 收 入 於 截 至 2021年12月31日 止 年 度 較 2020年 同 期 減 少 約 85%，主 要 由 於
2020年錄得出售附屬公司惠陽金利達物業管理有限公司一次性收益約人民幣
177,900,000元。

銷售及分銷費用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銷售及分銷費用約為人民幣 44,600,000元，較 2020

年同期減少約 30%。此乃主要由於截至 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偉業蘭廷彎、創
世紀宮寓及太湖天萃促銷及市場營銷相關的費用減少。

行政費用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行政費用約為人民幣170,800,000元，較2020年同期
減少約 9%。此乃主要由於本集團內實施成本管控措施導致薪金及娛樂成本較
2020年同期有所減少。

淨財務費用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淨財務費用約為人民幣45,000,000元，較 2020年同期
減少約22%，主要由於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貸款及借款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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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項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所得稅費用大幅減少主要由於截至2021年12月31

日止年度溢利減少或集團公司虧損導致計提企業所得稅撥備減少約人民幣
117,900,000元，以及截至 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物業開發業務的收益大幅下降
導致土地增值稅撥備減少約人民幣 106,000,000元。

財務狀況回顧

於合營企業投資主要指河南漢方藥業有限公司的51%股權，為人民幣110,000,000

元。於 2021年3月，本集團當時的聯營公司德清豐靖企業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
夥）（「德清豐靖」）的合夥人根據日期為2020年1月21日的合夥協議，退出其於杭
州隽偉置業有限公司（「杭州 偉」，德清豐靖當時的附屬公司及其主要業務為
物業開發及擁有熙境府）的投資。因此，德清豐靖不再於杭州隽偉擁有任何權
益，並成為本集團的一間附屬公司。

開發物業及預付成本增加約人民幣 471,000,000元，主要由於截至 2021年12月31

日止年度新增熙境府等項目及就偉業上城三號院、福建天徵及福建天角等物
業開發項目產生的漸進施工成本以及開始移交悅江灣、悅堤灣及太湖天萃等
物業。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減少約人民幣346,100,000元，乃主要由於與清算偉業上城
三號院、太湖天萃、悅江灣及悅堤灣項目的建築工程有關的貿易應付款項減
少。

合約負債增加約人民幣1,203,500,000元，主要是由於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
預售偉業上城三號院及熙境府等開發物業預收的款項以及開始移交悅江灣、
悅堤灣及太湖天萃等物業。

貸款及借款的淨減少主要是由於截至 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償還與撥付開發
物業項目相關的貸款及借款。



– 18 –

財務資源及流動資金

於2021年12月31日，本集團流動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1,752,500,000元，與 2020年
同期相比維持穩定，主要原因是合約負債增加以及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少
約人民幣1,333,600,000元，部分由開發物業及預付成本增加、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項以及貸款及借款減少約人民幣 1,085,200,000元所抵銷。

我們的銀行及其他借款以人民幣、港元（港元）、美元（美元）、新加坡元（新元）和
馬來西亞令吉（馬來西亞令吉）計值。於2021年12月31日，我們的未償還貸款及
借款總額為約人民幣 1,529,200,000元。

淨資本負債比率

淨資本負債比率乃根據總債務減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除以權益總額計算得出。
總債務包括計息貸款及借款。於 2021年12月31日，本集團淨資本負債比率為約
31%（2020年12月31日：55%）。

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物業開發及設備製造業務主要以人民幣及新元計值。前述兩種貨幣
均為本集團各附屬公司的功能貨幣。本集團大部分貨幣資產與負債均以人民
幣及新元計值。我們的業務營運甚少涉及國際交易。

因此，本集團認為本集團的外匯風險並不重大，故本集團未使用任何金融工具
進行對沖。

策略與前景

2022年地產政策、金融環境、疫情影響等不利因素仍然存在，我們需在統籌包括
人、財、物等資源時，企業開源節流，量入為出；對存量資產將堅定不移的持續
大運營思路，加快現金流回流，對投資增量將從重資產投資轉向輕資產運營，
持續推進通過產業帶動傳統房地產轉型升級的思路，實現健康有序地發展。

本集團於2022年按照既定的投資區域、投資模式，結合自身實力，緊跟「產業+」
項目推進節奏，擬在上半年和下半年擇機選擇低投入、高回流的優質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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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方面，在傳統融資渠道融資額同比均有下降情況下，需積極佈局與未超
限的大型金融機構合作落地；抓住新一輪的融資機會，整合資源，搭建融資平
台，推進融資業務；繼續開拓創新融資業務。

成本管控方面，站在全域角度，從「創利、保利」角度來審視成本管理，依據主次
輕重關係管控項目，優化項目成本費用組成結構、加大對業務點過程成本費用
管理。確保估算覆蓋概算，概算覆蓋預算，預算覆蓋決算。合理、合法、合規，
有效降低企業風險，保障項目目標利潤。

投資拓展方面，繼續挖掘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河南等成熟區域市場，整合政
府資源、行業資源、融資資源、人才資源，協作產業地產發展，優先拓展及關注
「EPC+」項目和輕資產項目，嚴控自有資金的投入，以產業帶動公司轉型升級；
通過合作開發業績併表，承債併購（土地、在建項目），融資代建（地產類、產業
類）等方式來拓展項目；局部區域創新開發模式和運營方式，引導社會資金進
入，共建共用，從而實現資源整合的最大化及資金佔用的最小化。

在團隊建設方面，我們將繼續秉承團結、協作、拼搏、奮進的企業文化，強化工
作理念，精准優化人員，引進及培育符合公司當前運營實情的優秀人才。

完善獎懲體系，獎優罰劣，強化過程管控，充分調動人員積極性，提升團隊效
能，從而打造一支懂管理、會經營，能解決問題，工作高效的團隊。

僱員及薪酬

於2021年12月31日，本集團有449名（2020年：469名）僱員。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僱員福利費用總額（包括董事袍金）約為人民
幣108,600,000元（2020年：人民幣114,100,000元）。僱員的薪酬待遇乃按每名僱員
的資質、經驗、職位及年資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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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亦提供其他員工福利，包括醫療保險及壽險，並按合資格員工的表現及
本集團的經營業績，授出酌情獎勵花紅。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

於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出售惠州市大金洲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全部股權，代價為人民幣 35,000,000元。除上述者外，截至 2021年12月31日止年
度，本集團概無任何其他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事宜。

審核委員會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
成，即：

林英鴻先生（主席）
董心誠先生
劉寧先生

本集團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業績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審核委員
會認為有關業績乃遵照適用會計準則及規定編製，並已作出充分披露。

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一直全面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
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該守則」），惟本文所述之偏
離情況除外：守則條文A.2.1－本公司之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並無區分，由張
偉先生兼任，不過董事會認為，張偉先生熟知本公司文化及營運，並在房地產
行業中擁有豐富的經驗。各董事認為，將兩個職能集中於同一人士並不會導致
本集團董事與管理層權力及職權的平衡遭受影響。此外，彼負責制定業務策略
及管理本集團，包括政策及策略的高層決策、激勵員工以及推動組織內部變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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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標準守則

根據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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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根據標準守則進行證券交易的最佳規例採納本身內部合
規守則，該等守則適用於涉及本公司證券交易的所有高級職員。此外，本公司
已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董事確認彼等已於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一
直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及其高級職員不得於緊接本公司中期業績公告前30日及緊接本公司全
年業績公告前 60日開始至相關業績公告日期結束之期間買賣本公司股份。

本集團董事、管理層及行政人員亦須隨時遵守有關內幕交易的規則及規例，即
使於允許交易期間買賣證券或管有尚未刊發之本公司價格敏感資料時，彼等
亦於短期內不得買賣本公司證券。

股息

董事會並無宣派或建議派發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任何末期股息（2020

年：無）。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將於董事會釐定的日期舉行。本公司將就其股東週年大
會日期及暫停辦理登記手續日期刊發進一步公告。

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的工作範圍

本集團的核數師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已同意並將初步公告中
列示的涉及本集團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損益及
其他全面收益表及相關附註的數字與本集團截至 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經審
核綜合財務報表中所列金額進行了核對。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
司所實施的相關工作未構成香港會計師公會發佈的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
業務準則或香港鑒證業務準則所規定的鑒證業務，因此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
事務所有限公司未就初步公告發表任何鑒證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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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年度報告

本業績公告須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網站www.hkexnews.hk

及本公司網站www.weiyeholdings.com刊載。本公司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
年報將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在適當的時候分別刊載於香港交易所及本公司
網站。

致謝

本人藉此機會代表董事會，向所有致力為本集團創造更高價值的管理團隊及
全體員工，表達最深切的感激。本人也由衷感謝股東與戰略夥伴們多年來所給
予我們的信任與支持。

承董事會命
偉業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張偉

香港，2022年3月28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張偉先生及陳志勇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寧
先生、林英鴻先生及董心誠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