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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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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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ublic Healthcare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357）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告

Republic Healthcare Limited（「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董事」）會茲公

佈本集團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業績。本公告遵照聯交所

GEM證券上市規則（分別為「GEM」及「GEM上市規則」）有關中期業績初步公告隨附資料的

相關規定，載列本公司 2021年中期報告（「 2021年中期報告」）的全文。 2021年中期報告之印

刷本，將於適當時候按照GEM上市規則規定的方式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將於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republichealthcare.asia可供查閱。

代表

Republic Healthcare Limited
主席及執行董事

陳致暹

新加坡，2021年8月6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陳致暹醫生（主席）；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楊德泉先生、Soh Sai Kiang先生及Kevin
John Chia先生。

本公告的資料乃遵照GEM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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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

面均屬準確完備，亦無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足以令致本公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

誤導。

本公告將由其刊發日期起計最少一連七日登載於GEM網站www.hkgem.com之「最新上市公司公告」網頁。本公

告亦將登載於本公司網站 republichealthcare.asia。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分別稱為「聯交所」及「GEM」）的特色

GEM的定位，乃為中小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此等公司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

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有意投資者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

慎周詳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

由於GEM上市公司普遍為中小型公司，在GEM買賣的證券可能會承受較於聯交所主板

買賣的證券為高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亦無法保證在GEM買賣的證券將會有高流通量的

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報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

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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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告乃遵照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的規定而提供有關Republic Healthcare 

Limited（「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的資料。本公司的董事（「董事」）願共

同及個別就本報告負全責，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據彼等所深知及確信，本報

告所載資料在所有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完備，並無誤導或欺詐成分，且概無遺漏任何其他

事宜，致使本報告任何陳述或本報告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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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秘書

鄧頴珊女士

香港

灣仔

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

46樓

授權代表

陳致暹醫生

鄧頴珊女士

合規主任

陳致暹醫生

合規顧問

天泰金融服務有限公司

香港尖沙咀

柯士甸路7–9號

煥利商業大廈12樓

審計委員會

楊德泉先生（主席）

Soh Sai Kiang先生

Kevin John Chia先生

薪酬委員會

Kevin John Chia先生（主席）

Soh Sai Kiang先生

楊德泉先生

公司資料

註冊辦事處

5th Floor, Genesis Building

Genesis Close, George Town

P.O. Box 446

Grand Cayman KY1-1106

Cayman Islands

總部及新加坡主要營業地點

1 Scotts Road

#16-05 Shaw Centre

Singapore 228208

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16部註冊的香港
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灣仔

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

46樓

執行董事

陳致暹醫生（主席）

獨立非執行董事

Soh Sai Kiang先生

Kevin John Chia先生

楊德泉先生（於2021年8月1日獲委任）

劉偉雄先生（於2021年5月12日辭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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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委員會

Soh Sai Kiang先生（主席）

Kevin John Chia先生

楊德泉先生

獨立核數師

Baker Tilly TFW LLP

特許會計師

開曼群島股份過戶登記總處

McGrath Tonner Corporate Services Limited

5th Floor, Genesis Building, Genesis Close

George Town

P.O. Box 446

Grand Cayman KY1-1106

Cayman Islands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

灣仔

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

17樓1712–1716號舖

主要往來銀行

星展銀行有限公司

12 Marina Boulevard

DBS Asia Central @ Marina Bay Financial 

Centre Tower 3

Singapore 018982

公司網站

republichealthcare.asia

GEM股份代號

8357

每手買賣單位

5,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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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財務摘要（未經審核） 

本集團於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期間」或「2021上半財年」）錄得收益約7.4百萬

新加坡元，較2020年同期（「去年同期」或「2020上半財年」）約為5.6百萬新加坡元增加約

32.6%。

本集團於本期間的毛利約為4.8百萬新加坡元，較去年同期約4.0百萬新加坡元增加約

20.9%。

取得較好的收益表現乃主要由於所有服務類型產生的收益均有所增長，尤其是治療服務

收益增幅最高，由去年同期的約3.6百萬新加坡元增加1.6百萬新加坡元至本期間的約5.2

百萬新加坡元。本期間收益較去年同期增加主要是由於去年同期收益基數較低，而收益

基數較低乃由於新加坡政府自2020年4月初至2020年5月底兩個月期間內實施十分嚴格

的安全距離措施（「阻斷措施」）以遏制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的傳播所導致。根

據阻斷措施，保健服務仍然僅開放提供基本服務，所有非基本服務預約予以推遲。

本期間已用易耗品及醫療用品成本以及醫學專業成本較去年同期增加1.0百萬新加坡

元，與收益增長一致。由於下列兩項因素，即為推動收益增長及提高市場意識，市場推

廣力度及廣告宣傳工作較去年同期增加0.5百萬新加坡元；及診治中心相關開支較去年

同期增加約0.3百萬新加坡元，故本期間其他經營開支增加約0.8百萬新加坡元。僱員福

利開支較去年同期增加0.3百萬新加坡元，乃由於診治中心數量較去年同期增加以及為

挽留及吸引員工加入開展業務而增加的僱傭成本所致。

儘管取得較高收益及毛利，但本集團於本期間錄得除稅後淨虧損約0.6百萬新加坡元（去

年同期淨虧損約0.6百萬新加坡元）。出現這種情況乃由於人力、其他經營開支（如營銷開

支及診治中心相關開支）所帶來的僱員福利開支增加所致。人力開支增加乃由於本集團

努力挽留及吸引包括醫生及支持人員在內的診所員工所致。為創造更高水平的銷售收益

而增加營銷開支。本集團認為，在新加坡重新開放邊境之前，全科市場的復甦仍不確定。

董事會（「董事會」）已議決不就本期間宣派股息（去年同期：無）。



中期報告2021 6 Republic Healthcare Limited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三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2021年 2020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收益 3 3,412,893 2,107,833 7,361,976 5,553,010

其他收入 277,112 87,140 491,636 196,057

已用易耗品及醫療用品 (735,452) (449,826) (1,799,583) (1,223,741)

醫學專業成本 (492,103) (137,801) (741,914) (341,741)

僱員福利開支 (1,632,986) (1,469,009) (3,068,563) (2,796,456)

廠房及設備折舊 6 (168,725) (103,798) (311,664) (217,454)

使用權資產折舊 7 (340,158) (209,816) (658,336) (434,546)

租賃負債之利息開支 7 (32,144) (26,424) (66,487) (57,895)

其他經營開支 (846,845) (469,653) (1,765,198) (1,010,371)

除所得稅前虧損 (558,408) (671,354) (558,133) (333,137)

所得稅開支 4 (6,460) – (6,507) (243,607)

期內虧損淨額 (564,868) (671,354) (564,640) (576,744)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 因合併產生的有關外幣交易差額

的收益╱（虧損）淨額 4,203 (9,196) 4,203 (9,19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虧損及全面 

虧損總額 5 (560,665) (680,550) (560,437) (585,94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 

每股虧損 

（以每股新加坡分列示）
基本及攤薄 5 (0.11) (0.13) (0.11)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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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1年6月30日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非流動資產

廠房及設備 6 1,022,054 845,395

使用權資產 7 2,249,242 2,954,644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9 – 99,000

非流動資產總值 3,271,296 3,899,039

流動資產

貿易應收賬款 8 143,700 84,742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9 1,713,333 1,409,152

存貨 10 616,164 883,27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 11,601,873 13,068,057

流動資產總值 14,075,070 15,445,225

總資產 17,346,366 19,344,264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7 1,697,130 1,698,873

修復成本撥備 12 322,414 237,969

遞延稅項負債 8,000 8,000

非流動負債總額 2,027,544 1,944,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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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 13 579,308 1,037,841

合約負債 407,310 561,935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4 1,099,869 1,059,821

租賃負債 7 491,048 1,056,659

修復成本撥備 12 – 148,640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 177,801

即期所得稅負債 45,220 100,221

流動負債總額 2,622,755 4,142,918

總負債 4,650,299 6,087,760

資產淨值 12,696,067 13,256,504

權益

股本 15 896,552 896,552

股份溢價 10,710,421 10,710,421

其他儲備 420,000 420,000

匯兌儲備 (17,376) (21,579)

保留盈利 686,470 1,251,110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12,696,067 13,256,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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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匯兌儲備 其他儲備* 保留盈利 總計

非控股 

權益 總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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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2020年1月1日的結餘（經審核） 896,552 10,710,421 – 420,000 1,185,208 13,212,181 – 13,212,181

財政年度內溢利 – – – – 65,902 65,902 – 65,902

其他全面虧損

綜合入賬產生的匯兌差額 – – (21,579) – – (21,579) – (21,579)

財政年度內的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 – (21,579) – 65,902 44,323 – 44,323

於2020年12月31日及2021年1月1日

的結餘（經審核） 896,552 10,710,421 (21,579) 420,000 1,251,110 13,256,504 – 13,256,504

財政期間內虧損 – – – – (564,640) (564,640) – (564,640)

其他全面虧損

綜合入賬產生的匯兌差額 – – 4,203 – – 4,203 – 4,203

財政期間內的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 – 4,203 – (564,640) (560,437) – (560,437)

於2021年6月30日的結餘（未經審核） 896,552 10,710,421 (17,376) 420,000 686,470 12,696,067 – 12,696,067

附註： 於2021年6月30日的其他儲備指本公司已付代價與Get Republic Pte Ltd、Dtap @ Holland V Pte 

Ltd、Dtap @ Somerset Pte Ltd、Republic Healthcare Pte Ltd、Republic Healthcare Holdings Pte Ltd及

Z Aesthetics Clinic Pte Ltd的股本之間的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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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122,019) (755,041)

投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491,585) 7,769,848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852,580) (851,71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 (1,466,183) 6,163,096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3,068,056 5,910,074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601,873 12,073,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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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及重組
1.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2018年1月3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22章（1961年法例，經綜合

及修訂）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地址

為 5th Floor, Genesis Building, Genesis Close, George Town, P.O. Box 446, Grand 

Cayman KY1-1106, Cayman Islands。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主要在新加坡從

事經營醫療診治中心業務及提供管理顧問服務。

本公司股份（「股份」）於2018年6月15日（「上市日期」）以配售及公開發售

（「股份發售」）方式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上市（「上市」）。

1.2 重組
於 2020年 4月 1日，Dtap Clinics Pte. Ltd.自 S Aesthetics Spa Pte. Ltd.、Dtap @ 

Somerset Pte. Ltd.、S Aesthetics Clinic Pte. Ltd.（ 前 稱Dtap @ Raffles Place Pte. 

Ltd.）、Dtap @ Holland V Pte. Ltd.、Dtap Express Pte. Ltd.（前稱Dtap @ Siglap Pte. 

Ltd.）及Republic Healthcare Pte. Ltd.收購6間診治中心。同日，S Aesthetics Clinic 

Pte. Ltd.自Z Aesthetics Clinic Pte. Ltd.（前稱S Aesthetics Clinic Pte. Ltd.）收購一

間美容診治中心。該等交易已入賬列為涉及收購現有公司（S Aesthetics Spa 

Pte. Ltd.、Dtap @ Somerset Pte. Ltd.、S Aesthetics Clinic Pte. Ltd.、Dtap @ Holland 

V Pte. Ltd.、Dtap Express Pte. Ltd.、Republic Healthcare Pte. Ltd.及 Z Aesthetics 

Clinic Pte. Ltd.）業務的共同控制交易。

該等重組為本集團業務的內部重組，對截至2021年6月30日及2020年6月30

日止六個月期間的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並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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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呈列基準及會計政策
2.1 呈列基準及重大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按照由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所有適用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GEM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條文而

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應與2020年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

讀。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採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2020

年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時所採用者相同。

編製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本集團已採納於2021年1月1日開

始的會計期間生效的所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連同相關過渡條文。採納該等

新訂╱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導致本集團變動會計政策，且對就本期

間或過往期間呈報的金額並無重大影響。

公司間交易、集團公司間交易的結餘及未變現收益╱虧損於合併賬目時對

銷。

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經由董事會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審

閱。

2.2 外幣換算
(a) 功能及呈列貨幣

本集團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所列的項目均以實體營運所在

的主要經濟環境的貨幣（「功能貨幣」）計量。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以新加坡元（「新加坡元」）呈列，新加坡元為本集團之功能貨幣及呈

列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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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呈列基準及會計政策（續）
2.2 外幣換算（續）

(b) 交易及結餘

功能貨幣以外貨幣（「外幣」）的交易採用交易或重新計量項目的估值當

日的當前匯率換算為功能貨幣。結算該等交易產生的外匯盈虧及以外

幣計值的貨幣資產及負債以期末的匯率換算所產生的外匯盈虧於簡明

綜合全面收益表中確認。

(c) 集團公司

功能貨幣與呈列貨幣不同之集團旗下全部實體（均無採用高通脹經濟

體系的貨幣）之業績及財務狀況按以下方式換算為呈列貨幣：

(i) 資產及負債按報告日期之收市匯率換算；

(ii) 收益及開支按平均匯率換算（除非此平均數值並非該等交易日期

現行匯率累計影響之合理約數，否則收益及開支將使用匯率於

交易日期換算）；及

(iii) 所有因此產生的匯兌差額於其他全面收益內確認，並於匯兌儲

備中累計。該等匯兌差額於出售或部分出售並於控制外國業務

出現虧損時重新分類至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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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呈列基準及會計政策（續）
2.3 廠房及設備

廠房及設備按歷史成本扣除累計折舊及累計減值虧損（如有）入賬。歷史成本

包括收購項目直接應佔之開支。

只有當後續成本很可能為本集團帶來與該項目有關的未來經濟利益，而該項

目的成本能可靠計量時，方計入資產的賬面值或確認為一項獨立資產（倘適

用）。重置部分的賬面值取消確認。所有其他維修及保養在其產生的財政期

間內於綜合全面收益表扣除。

廠房及設備的折舊乃採用直線法按其估計可使用年期分攤其成本至其剩餘

價值計算，情況如下：

醫療設備 3年

租賃物業裝修 3年

電腦及辦公室設備 3年

資產的剩餘價值及可使用年期於各報告期末均會進行檢討，並在適當情況下

作出調整。

倘資產賬面值高於其估計可收回金額，則會立即將該資產的賬面值撇減至其

可收回金額。

出售的收益及虧損透過將所得款項與賬面值比較而釐定，並於簡明綜合全面

收益表「其他經營開支」內確認。

正在進行中翻新工程按成本減任何已確認減值虧損列賬，直至翻新工程完

工。該等資產的折舊，按與其他物業資產的相同基準，於該等資產可作擬定

用途時開始折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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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呈列基準及會計政策（續）
2.4 租賃

使用權資產

本集團於租賃開始日期（即相關資產可供使用日期）確認使用權資產。使用權

資產包括對應租賃負債、於開始日期或之前作出的租賃付款、初始直接成本

的初始計量減任何已獲租賃優惠。

當本集團產生拆除及移除租賃資產、恢復相關資產所在場地或將相關資產恢

復至租賃條款及條件所規定狀態的成本責任時，將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7號

撥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確認及計量撥備。成本計入相關使用權資產中，

除非該等成本乃因生產存貨而產生。

使用權資產其後按成本減任何累計折舊及減值虧損計量，並就任何重新計量

租賃負債作出調整。使用權資產按直線法於租期與相關資產的可使用年限兩

者中的較短期間折舊，如下：

辦公室 3年

醫療設備 3年

診治中心 3–5年

倘租賃資產擁有權於租賃結束時轉讓至本集團，或成本反映行使購買選擇

權，則本集團使用資產的估計可使用年期計算折舊。折舊自租賃開始日期起

計提。

使用權資產於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單獨呈列。本集團應用國際會計準則第36

號資產減值釐定使用權資產是否減值，並對任何已識別減值虧損進行會計處

理。

作為實際權宜法，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允許承租人不區分非租賃部

分，而是將各租賃部分及任何相關非租賃部分入賬列作單一安排。本集團已

對其辦公單位及診治中心單位租賃應用該實際權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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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呈列基準及會計政策（續）
2.4 租賃（續）

租賃負債

於租賃開始日期，本集團確認以租期內作出的租賃付款現值計量租賃負債。

租賃付款包括定額付款（含實質定額付款）減任何應收租賃獎勵款項、取決於

指數或利率的可變租賃付款以及預期根據剩餘價值擔保下支付的金額。租賃

付款亦包括本集團合理確定行使的購買選擇權的行使價及倘在租期內反映

本集團正行使終止選擇權時，有關終止租賃支付的罰款。

不取決於指數或利率的可變租賃付款在出現觸發付款的事件或條件的期間

內（除非有關款項為生產存貨而產生）確認為支出。

於計算租賃付款的現值時，由於租賃內所含利率不易釐定，故本集團應用租

賃開始日期的增量借款利率計算。於開始日期後，租賃負債金額的增加反映

利息的增加，並因支付租賃付款而減少。此外，倘有任何修改（即租期變更、

租賃付款變更（例如釐定相關租賃付款的指數或比率的變更導致對未來付款

發生變化）或購買相關資產的選擇權評估的變更）則重新計量租賃負債的賬

面值。

租賃負債於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呈列為單獨項目。

短期租賃及低價值資產租賃

本集團將短期租賃確認豁免應用於機器及設備的短期租賃（即自租賃開始日

期起計租期為12個月或以下，並且不包含購買選擇權的租賃）。低價值資產

租賃的確認豁免亦應用於被認為低價值的辦公室設備租賃。短期租賃的租賃

付款及低價值資產租賃在租期內按直線法確認為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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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呈列基準及會計政策（續）
2.5 財務風險及資本風險管理

(a) 資本管理

本集團資本管理目標乃保障本集團能繼續營運，以為本公司股東

（「股東」）和其他利益相關者提供回報及利益，同時維持最佳的資本結

構。

為了維持或調整資本結構，本集團可能會調整支付予股東的股息金

額、向股東發還資金，或發行新股。

本集團並無任何外部借貸，亦無須遵守任何外部施加的資本規定。

(b) 公平值估計

由於其短期性質，本集團於報告日期的流動金融資產（包括貿易應收賬

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以及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及流動金融負債（包

括貿易應付賬款、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

若。

2.6 關鍵會計估計及判斷
編製符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管理層於

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的過程中須作出判斷。此亦須採用若干關鍵會計估計及

假設。管理層認為，概無涉及較高判斷或較為複雜的範疇，又或在未經審核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需作重大估計及假設的範疇。

2.7 分部報告
主要經營決策者視醫療服務及其他服務為唯一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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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
收益指本集團於日常業務過程中就提供的服務向外界客戶已收及應收的淨額。以

下為本集團來自其主要業務活動的收益分析：

截至6月30日止三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2021年 2020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醫療服務

治療服務 2,372,533 1,355,269 5,195,813 3,576,321

醫學檢查服務 732,153 525,944 1,543,178 1,416,469

診症服務 308,207 226,620 622,985 560,220

3,412,893 2,107,833 7,361,976 5,55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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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得稅開支
於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新加坡企業所得稅按估計應課稅溢利的17%計提

（2020年6月30日：17%）。

概無就本集團於英屬處女群島或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實體計算海外利得稅，乃由

於該等實體獲豁免納稅（2020年6月30日：無）。

於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扣除的所得稅開支金額指：

截至6月30日止三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2021年 2020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即期稅項：

新加坡利得稅 6,460 — 6,507 243,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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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每股（虧損）╱盈利
(a) 基本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以本年度╱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除

以已發行普通股數目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三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2021年 2020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虧損 (560,665) (680,550) (560,437) (585,940)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

攤薄（虧損）╱盈利的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520,000,000 520,000,000 520,000,000 520,000,000

每股虧損（每股

新加坡分） (0.11) (0.13) (0.11) (0.11)

每股基本虧損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財政期間虧損及已發行普通股計算。

(b) 攤薄
由於在有關期間並無攤薄普通股，故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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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廠房及設備

醫療設備 租賃物業裝修

電腦及 

辦公室 

設備
正在進行中
翻新工程 總計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2021年
成本
於2021年1月1日的結餘 

（經審核） 914,549 672,893 418,004 169,796 2,175,242

添置 233,106 — 2,636 255,843 491,585

撇銷 — (5,040) — — (5,040)

於2021年6月30日的結餘 

（未經審核） 1,147,655 667,853 420,640 425,639 2,661,787

累計折舊
於2021年1月1日的結餘 

（經審核） 607,593 366,125 356,129 — 1,329,847

折舊開支 134,736 74,737 23,104 79,087 311,664

撇銷 — (1,778) — — (1,778)

於2021年6月30日的結餘 

（未經審核） 742,329 439,084 379,233 79,087 1,639,733

賬面淨值
於2021年6月30日的結餘 

（未經審核） 405,326 228,769 41,407 346,552 1,022,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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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廠房及設備（續）

醫療設備 租賃物業裝修

電腦及 

辦公室 

設備

正在進行中

翻新工程 總計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2020年
成本
於2020年1月1日的結餘 

（經審核） 732,769 583,707 490,878 — 1,807,354

添置 193,535 170,199 5,403 169,796 538,933

轉撥自使用權資產 110,000 — — — 110,000

撇銷 (121,755) (81,013) (78,277) — (281,045)

於2020年12月31日的結餘 

（經審核） 914,549 672,893 418,004 169,796 2,175,242

累計折舊
於2020年1月1日的結餘 

（經審核） 483,742 264,381 364,727 — 1,112,850

轉撥自使用權資產 45,833 — — — 45,833

折舊開支 198,930 176,031 69,290 — 444,251

撇銷 (120,912) (74,287) (77,888) — (273,087)

於2020年12月31日的結餘 

（經審核） 607,593 366,125 356,129 — 1,329,847

賬面淨值
於2020年12月31日的結餘 

（經審核） 306,956 306,768 61,875 169,796 845,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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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
本集團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租賃活動的性質

本集團的活動包括以下：

(i) 本集團自非關連方租賃辦公室及多個鋪位運營醫療診所。租賃合同期限一般

為固定期限2至3年，但亦可選擇另延期1至3年；及

(ii) 此外，本集團自非關連方租賃一套辦公設備，合同期限平均為3年。租賃資

產已抵押作為相關租賃負債的抵押品。

本集團作為承租人的租賃資料呈列如下：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於資產負債表確認的金額

使用權資產賬面值

辦公室單位 231,250 113,452

診治中心單位 2,017,992 2,841,192

2,249,242 2,954,644

租賃負債賬面值

流動 491,048 1,056,659

非流動 1,697,130 1,698,873

2,188,178 2,755,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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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續）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於損益內確認的金額

財政期間內折舊開支

辦公室單位 106,097 34,851

診治中心單位 552,239 385,945

醫療設備 — 13,750

658,336 434,546

租賃負債之利息開支 66,487 57,895

未計入租賃負債計量之租賃開支

租賃開支 — 短期租賃 — 2,700

本集團租賃的總現金流量金額為674,779新加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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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貿易應收賬款
於2021年6月30日，應收第三方貿易賬款基於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0至30日 101,957 73,173

31至60日 — —

61至90日 6,652 —

91至120日 10,736 72

超過120日 24,355 11,497

143,700 84,742

於2021年6月30日，賬齡超過30日（2020年12月31日：超過30日）的貿易應收賬款

主要與公司客戶的僱員有關，而根據管理層的過往經驗，逾期款項可予收回。另

外，管理層已考慮歷史實際低虧損率及前瞻性資料，並得出結論認為，預期信貸虧

損並不重大。

於2021年6月30日及2020年12月31日，貿易應收賬款的賬面值以新加坡元計值並

與其公平值相若。



中期報告2021 26 Republic Healthcare Limited

9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717,659 858,136

預付款項 702,372 433,423

應收商品服務稅 256,139 69,110

應收JSS補助 37,163 37,163

應收租金退回 — 60,320

貸款予第三方 — 50,000

1,713,333 1,508,152

減非即期部分：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 (99,000)

即期部分總額 1,713,333 1,409,152

10 存貨
存貨包括易耗品及醫療用品。

1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銀行現金 11,467,205 12,918,305

手頭現金 4,668 19,752

短期銀行存款 130,000 130,000

11,601,873 13,068,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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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修復成本撥備
當本集團就辦公室及診治中心單位訂立租賃協議時，修復成本撥備獲確認。其計

入本集團就辦公室及診治中心單位的所有租賃物業裝修的拆除及移除的估計成

本。於租賃協議屆滿後，辦公室及診治中心單位應恢復至租賃協議訂立時的狀況。

13 貿易應付賬款
於資產負債表日期，貿易應付賬款由尚未向供應商支付的金額組成。貿易購買採

用的平均信貸期大致為30日。於2021年6月30日，貿易應付賬款基於發票日期的賬

齡分析如下：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不多於30日 214,958 679,617

31至60日 190 192,576

61至90日 4,349 75,002

超過91日 359,811 90,646

579,308 1,037,841

貿易應付賬款的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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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應計經營開支 892,369 547,215

應付商品服務稅 39,925 209,766

其他應付款項 77,090 212,355

遞延補助收入 90,485 90,485

1,099,869 1,059,821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的賬面值與其價值相若。

15 權益

股份數目 股本

新加坡元

法定：

每股0.01港元的普通股

於2021年6月30日（未經審核）及 

2020年12月31日（經審核） 10,000,000,000 17,241,379

已發行且繳足：

每股0.01港元的普通股

於2021年6月30日（未經審核）及 

2020年12月31日（經審核） 520,000,000 896,552

普通股持有人有權於本公司宣派股息時收取股息。所有普通股均附帶投票權，可

於本公司會議上以一股一票形式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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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不就本期間宣派中期股息（去年同期：無）。

17 關聯方交易
關聯方為該等有能力控制、聯合控制或在對投資對象行使權力時能對其他方施加

重大影響力；因參與投資對象的業務而有權獲得可變回報或承擔風險；且有能力

藉對投資對象行使其權力而影響投資者回報金額的人士。倘受限於共同控制或聯

合控制，亦被視為關聯方。關聯方可為個人或實體。

主要管理層薪酬
主要管理層包括本集團的執行及非執行董事以及高級管理層。就僱員服務已付或

應付主要管理層的薪酬呈示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薪金、津貼及實物福利 678,413 217,609

董事袍金 50,774 72,000

僱主的定額供款計劃供款 35,257 11,278

764,444 300,887

上述主要管理層薪酬包括支付予主席兼執行董事之配偶總額101,548新加坡元

（2020上半財年：零新加坡元）。

18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2021年6月30日及2020年12月31日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或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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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本集團為新加坡領先的獲新加坡衛生署認可的醫療全科（「全科」）網絡。自2010年起，本

集團以「Dr. Tan & Partners」（現稱為「DTAP」（縮寫））的名義於新加坡提供多種疾病的便捷

及優質護理服務，包括但不限於性健康、男性健康及女性健康。本集團的私人全科主要

包括醫生及獲培訓人員。本集團提供由診斷至治療的一站式解決方案，乃為患者量身定

制，以滿足其個人需求。本集團亦提供美容服務，以改善病人的容貌。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收益較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增加約1.8

百萬新加坡元或32.6%至約7.4百萬新加坡元。診症服務、醫學檢查服務及治療服務的收

益分別約為0.6百萬新加坡元、1.5百萬新加坡元及5.2百萬新加坡元，分別約佔本集團本

期間收益總額的8.5%、21.0%及70.5%。相較於去年同期的百分比分佈，治療服務增加約

6.1%，而醫學檢查服務則減少約4.5%（進一步詳情請參閱「財務回顧」）。

展望及前景

展望未來，COVID-19疫情帶來的不確定因素仍舊是新加坡及世界其他地區的主要關切問

題。於2021年5月底，鑒於並無關聯的社區病例數量上升，新加坡政府實施了較為嚴格

的行動管制（「高度戒備」— 較2020年4月實施的阻斷措施較為寬鬆的行動限制），以遏制

COVID-19新變種病毒的蔓延。該等社交聚會管制的持續實施為本集團診治中心的業務

帶來挑戰。這導致了我們在中心商業區內提供服務的需求下降，由於居家辦公成為大多

數企業的默認模式，導致需求體驗降低。此外，加之基層保健服務行業內出現的激烈競

爭，本集團預計在不久的將來會整合全科業務，需要重新塑造其現有業務模式，並尋求

合作機會重新調整自身與時俱進及╱或從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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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認為，其已採取及將要採取的眾多舉措將會增強其整體競爭實力並有助於在競爭

中保持領先地位。

於本報告日期，我們經營 (i)九所DTAP診治中心，包括位於羅伯遜、諾維娜、索美塞、

Tanjong Pagar、萊佛士坊、荷蘭村、實乞納、Duo Galleria及Kovan的診治中心；(ii)位於

Scotts Road的一間S Aesthetics診所。我們將繼續提升我們目前的診治中心服務以增加我

們的收益。

財務回顧

收益

於本期間末，本集團的收益由去年同期的約5.6百萬新加坡元增加約1.8百萬新加坡元或

32.6%至本期間的約7.4百萬新加坡元。該增加乃主要由於去年同期的收益基數較低，而

收益基數較低乃由於自2020年4月至5月實施阻斷措施以遏制COVID-19的爆發所導致。

於本期間，儘管自2021年5月底開始實施一個月左右的高度戒備，但相較於2020年的阻

斷措施，高度戒備的影響則較為緩和。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三個月（「2021財年第二季度」），本集團的收益較截至2021年3月

31日止三個月（「2021財年第一季度」）減少約0.5百萬新加坡元或15.7%至約3.4百萬新加

坡元。此乃主要由於上文所述新加坡政府實施的高度戒備所造成的影響所致。診症服

務、醫學檢查服務及治療服務的收益分別約為0.3百萬新加坡元、0.7百萬新加坡元及2.4

百萬新加坡元，分別約佔本集團2021財年第二季度收益總額的9.0%、21.5%及69.5%。

於本期間，所有服務類型產生的收益增加約32.6%或1.8百萬新加坡元，其中治療服務相

較於去年同期佔增加的大部分。量差較大乃主要由於受COVID-19阻斷措施的影響，去年

同期的收益基數較低所致。本期間治療服務收益佔本集團收益總額的比例較去年同期增

長了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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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的毛利由去年同期的約4.0百萬新加坡元增加約0.8百萬新加坡元至本期間的約4.8

百萬新加坡元。本集團的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的約71.8%下降至本期間的約65.5%。該下降

主要是由於醫療用品及專業成本有所增加所致。醫療用品由去年同期的約1.2百萬新加

坡元增加約0.6百萬新加坡元或47.1%至本期間的約1.8百萬新加坡元。醫學專業成本由

去年同期的約0.3百萬新加坡元增加約0.4百萬新加坡元或117.1%至本期間的約0.7百萬

新加坡元。

僱員福利開支

我們的僱員福利開支由去年同期的約2.8百萬新加坡元增加約0.3百萬新加坡元或9.7%至

本期間的約3.1百萬新加坡元。該增加主要由於診治中心數量增加及為挽留及吸引員工

加入開展業務而增加的僱傭成本所致。

其他經營開支

該增加主要由於加大市場推廣力度及開展更多廣告宣傳工作以推動收益增長及提高市場

意識以及診治中心相關開支增加所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溢利

由於上文所述，本集團於本期間錄得虧損約0.6百萬新加坡元，與去年同期的表現相若。

該相若表現乃由於持續了一年以上的COVID-19所帶來的影響，在經營成本及收益增長停

滯方面對業務造成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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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不就本期間宣派股息（去年同期：無）。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21年6月30日，我們在新加坡有54名僱員（於2020年12月31日：66名僱員），全部

均為全職僱員。我們僱員的薪酬待遇一般包括基本薪金、酌情花紅以及福利待遇，如年

假、病假、產假及育兒假。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集資

於本期間，本集團主要透過內部產生的現金流量及本公司股東（「股東」）出資為營運提供

資金。

於2021年6月30日，我們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11.6百萬新加坡元（於2020年12月31

日：13.0百萬新加坡元），而本集團並無銀行借貸（於2020年12月31日：無）。

資本負債比率

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為17.2%（於2020年12月31日：20.8%）。本集

團的資本負債比率按本期間末的總負債除以總權益計算。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租

賃負債約為2.2百萬新加坡元（於2020年12月31日：2.8百萬新加坡元）。

我們相信，我們的流動資金狀況將透過綜合使用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及股份發售所得款

項淨額（「所得款項淨額」）而進一步加強。展望將來，我們擬根據本公司日期為2018年6

月1日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業務目標及未來計劃」一節使用營運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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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架構

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的資本架構僅由股本、保留盈利、股份溢價及其他儲備組成。

本期間，本集團資本架構包括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約12.7百萬新加坡元。已發行股份

於上市日期在聯交所GEM首次上市。此後，本集團資本架構並無變動。

未來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計劃

除本報告所披露者外，本集團並無其他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計劃。

重大投資或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本期間，本集團並無任何附屬公司、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的重大投資或重大收購及出

售。

承擔及或然負債

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承擔及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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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務政策

管理層將繼續遵循審慎政策管理本集團的現金結餘，以及維持強勁及健康的流動資金，

以確保本集團做好準備把握未來增長機遇。

分部資料

本集團分部資料的呈列方式如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3所披露。

外匯風險

本集團主要於新加坡營運及主要以新加坡元交易，新加坡元是本集團營運附屬公司的主

要功能貨幣。然而，本集團保留以港幣計值的作營運用途的若干股份發售所得款項。

資產押記

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資產並無押記。

本期間後重大事件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2021年6月30日後及截至本報告日期，概無影響本集團的重大事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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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款項用途

所得款項淨額約9.1百萬新加坡元，乃基於發售價每股股份0.60港元及與上市有關的實際

開支釐定。上市後，該等所得款項乃或將根據招股章程「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一節

所載未來計劃使用。

於2021年6月30日，股份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用途如下：

上市所得
款項淨額

自上市日期起
至2021年

6月30日實際
所得款項
淨額用途

於2021年 

6月30日的
結餘 

（附註a）

預期運用
餘下未動用
所得款項

淨額的時間
（附註）

附註 （千新加坡元）（千新加坡元）（千新加坡元）

策略性地拓展及鞏固DTAP

診治中心的網絡 b 2,600 1,051 1,549 2022上半財年

增設新SA診治中心 b 1,400 1,028 372 2022下半財年

持續吸納及挽留醫生和 

員工人才 c 4,300 2,322 1,978 2021下半財年

提升及改善信息科技基礎

設施與系統 d 600 383 217 2021下半財年

設立中央藥庫 e 100 — 100 2022上半財年

一般營運資金 100 100 — –

9,100 4,884 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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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未動用所得款項存放於新加坡持牌銀行。

(b) 於2021年6月30日已動用部分所得款項淨額約4.9百萬新加坡元，原因為由於長期的COVID-19

疫情導致臨床可用人力緊缺及業務的不確定性，我們押後在新加坡東北部開設新「DTAP」診治

中心的計劃及開設新「SA」診治中心的計劃。

(c) 就新診治中心而言，我們已累計僱用了3名醫生、12名診治中心助理、3名治療師及1名運營總

監，為診治中心運營提供支持，由於邊境關閉，導致我們面臨嚴重的人力短缺，而現有的具有

醫療保健經驗的可用勞動力資源已經萎縮，因此，我們不斷檢討及調整員工福利，以挽留現有

員工及╱或吸引新員工加入我們。

(d) 我們已選定服務提供商並投入第二階段完善及設計工作，我們估計該工作將於2021下半財年

完成。

(e) 由於缺乏倉庫的適當地點及監管限制，我們延遲建立中央藥房的計劃，並將繼續審議該問題。

運用餘下所得款項淨額的預期時間表乃基於本集團對未來市況的最佳估算而訂定，可因

應當前及未來市況而有所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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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目標與實際業務進展的比較

招股章程所載業務目標與本集團於期間的實際業務進展比較之分析載列如下：

招股章程所述業務目標 招股章程所述業務計劃

直至2021年6月30日的

實際業務進展

策略性地拓展及鞏固DTAP

診治中心的網絡

於裕廊探索及物色位置開設

新DTAP診治中心

就位於裕廊的新DTAP診治中

心磋商及訂立租約以及翻

新該處所

就位於裕廊的新DTAP診治中

心採購固定資產、傢具、

設備及治療儀器

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

已花費約1,051,000新加

坡元用於翻新及購置固定

資產。

由於長期的COVID-19疫情

導致臨床可用人力緊缺及

業務的不確定性，我們押

後開設新「DTAP」診治中

心的計劃。

增設新SA診治中心 於裕廊探索及物色位置開設

新SA診治中心

就位於裕廊的新SA診治中心

磋商及訂立租約以及翻新

該處所

就位於裕廊的新SA診治中

心磋商及訂立租約以及翻

新該處所

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

已花費約1,028,000新加

坡元用於翻新新診治中心

及購置固定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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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股章程所述業務目標 招股章程所述業務計劃

直至2021年6月30日的

實際業務進展

持續吸納及挽留醫生和員

工人才

就Dtap診治中心聘請兩名駐

診醫生、兩名診治中心 

助理

聘請一名營運總監

繼續為新SA診治中心及營

運總監僱用新員工

於本期間，我們已產生約

683,000新加坡元以確保

我們有足夠員工為診治中

心運營提供支持。

提升及改善信息科技基礎

設施與系統

提升現有信息科技基礎設施

與系統

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

已產生約383,000新加坡

元用於升級現有信息基礎

設施與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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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致力維持及確保高水平之企業管治標準，並將時常檢討及提升企業管治常規及準

則。本公司已於本期間採納及已遵守載於GEM上市規則附錄十五的企業管治守則（「企管

守則」）之所有適用守則條文。

2021年5月12日，劉偉雄先生（「劉先生」）辭任獨立非執行董事職務、薪酬委員會及提名

委員會各自的成員及審計委員會主席。

於劉先生辭任後，本公司僅有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薪酬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及審計委

員會各自僅有兩名成員，因此，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審計委員會人數已低於GEM上市規則

第5.05及5.28條的最低人數規定。

於2021年8月1日委任楊德泉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各自的

成員以及審計委員會主席後，董事會有四名成員，即一名執行董事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

事，因此符合GEM上市規則第5.05及5.28條的規定。此外，審計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及提

名委員會各自擁有不少於三名成員，並大多數由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此乃符合委員會

職權範疇規定並符合GEM上市規則第5章及企業管治守則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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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不遜於GEM上市規則第5.48條至第5.67條所載規定交易準則（「規定交易準

則」）的條款作為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自訂操守守則」）。本公司已向各董

事作出具體查詢，而全體董事已回應並確認彼等於本期間，已全面遵守規定交易準則及

自訂操守守則所載的規定準則。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2018年5月18日（「採納日期」）批准及有條件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該計劃」）。

該計劃於上市日期起生效。該計劃之目的為透過令本公司可授出購股權以吸引、挽留及

獎勵合資格人士，並向合資格人士就彼等對本集團作出之貢獻提供獎勵或回報，以及透

過使該等人士之貢獻進一步促進本集團之利益，以促進本公司及股東之利益。根據該計

劃，董事可向本集團的任何合資格人士授出購股權，包括 (1)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任何

董事（不論屬執行董事或非執行董事及是否獨立董事）及任何僱員（不論屬全職或兼職）；

(2)本集團於法律、技術、財務或企業管理等範疇之任何諮詢人士或顧問（不論以聘用、

合約、義務或其他形式服務，亦不論是否獲得報酬）；本集團之任何貨品及╱或服務供應

商；本集團任何客戶；或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發行的證券之任何持有人；及 (3)董事會全

權酌情決定已對本集團作出貢獻之任何其他人士（其評估準則為 (1)該人士對本集團之發

展及表現作出之貢獻；(2)該人士為本集團工作之表現；(3)該人士於履行其職責之主動性

及承擔；(4)該人士對本集團之服務或貢獻年資；及 (5)董事會認為適用之有關其他因素）。

根據董事會決定，購股權可於購股權授出日期起計最多十年期間內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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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計劃項下購股權之行使價（可按其中之規定作出調整）須最少為以下各項中的最高者：

(i)股份於要約日期（須為營業日）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報的每股收市價；(ii)股份於緊接

要約日期前五個營業日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報的平均每股收市價；或 (iii)於要約日期的

股份面值。根據該計劃可授出之購股權所涉及股份數目上限不得超過本公司於該計劃獲

股東批准當日已發行股本（即52,000,000股）的10%。然而，因行使全部未行使購股權而可

予發行之股份總數上限不得超出本公司不時已發行股本30%。在未經本公司股東事先批

准之情況下，於任何12個月期間內，向任何單一承授人授出購股權所涉及之股份數目，

不得超過在該12個月期間內最後一日本公司之不時已發行股份之1%。購股權可行使前

概無必須持有之最短期間，倘董事會於授出時另行釐定則作別論。承授人接納要約時須

向本公司支付象徵式金額，有關金額將會由董事會釐定。

自採納日期起及直至本報告日期，本公司概無根據該計劃授出或同意將授出購股權。因

此，於本期間概無購股權失效或被註銷，而於2021年6月30日，概無尚未行使的購股權。



中期報告202143Republic Healthcare Limited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
中的權益及淡倉

於2021年6月30日，董事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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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淡倉（包括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有的權益及淡倉）；或 (b)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352條記入該條所述登記冊內的權益及淡倉；或 (c)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

條至第5.67條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股份的好倉

董事╱ 

最高行政人員姓名 身份╱權益性質

擁有權益的 

股份╱相關 

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已 

發行股份 

百分比*

陳致暹醫生 

（「陳醫生」）

受控制法團權益（附註1） 390,000,000 75%

附註：

(1) 該等股份由Cher Sen Holdings Limited（「Cher Sen」）持有。Cher Sen的全部已發行股份由陳醫生

（董事會主席兼執行董事）合法實益擁有。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陳醫生被視為於

Cher Sen持有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 百分比指擁有權益的股份及相關股份總數（如有）除以於2021年6月30日的已發行股份數目

520,000,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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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相聯法團股份之好倉

董事╱ 

最高行政人員姓名 相聯法團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所持 

股份數目 權益百分比

陳醫生（附註2） Cher Sen（附註1） 實益擁有人 1 100%

附註：

(1) Cher Sen為本公司直接股東及本公司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

(2) 陳醫生為Cher Sen之董事。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2021年6月30日，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概無於本公司及其

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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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淡倉（包括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有的權益及淡倉）；或 (b)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352條記入該條所述登記冊內的權益及淡倉；或 (c)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條至

第5.67條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的權益及淡倉

於2021年6月30日，據董事所知，以下實體（董事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於股份及

相關股份中擁有記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的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

倉：

股東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擁有權益或

所持股份數目（附註1） 權益百分比*

Cher Sen（附註2及3） 實益擁有人 390,000,000 (L) 75%

Rivera Vanjill Esteban

（「Jill女士」）（附註4）

配偶權益 390,000,000(L)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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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字母「L」表示該實體於相關股份的好倉。

(2) Cher Sen為本公司直接股東。

(3) Cher Sen由陳醫生合法實益擁有100%權益。

(4) Jill女士為陳醫生的配偶，就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彼被視為或當作於陳醫生擁有權益的股份

中擁有權益。

* 百分比指擁有權益的股份數目除以於2021年6月30日的已發行股份數目520,000,000股。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2021年6月30日，據董事所知或另行獲知會，概無其他實體（董事

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記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336條須存置的登記冊內的權益及淡倉。

董事及控股股東於競爭業務中的權益

於本期間，概無董事或控股股東或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定義見GEM上市規則）擁有於

本集團業務以外且與或可能與本集團業務直接或間接競爭的任何業務或於其中擁有權

益，而任何該等人士或實體亦概無與或可能與本集團存在任何其他利益衝突。

合規顧問於本公司的權益

於2021年6月30日，誠如本公司合規顧問天泰金融服務有限公司（「天泰」）所告知，除本

公司與天泰就本公司對天泰作為合規顧問應付的費用所訂立日期為2018年1月25日的合

規協議外，天泰或其董事、僱員或緊密聯繫人（定義見GEM上市規則）概無於本公司或本

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證券（包括認購有關證券的購股權或權利）擁有任何須根據GEM上市

規則第6A.32條知會本公司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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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本期間，本公司並無贖回其任何上市證券，而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亦無購買或出

售該等證券。

審計委員會審閱

董事會轄下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成立於2018年5月18日，並根據GEM上市規則第

5.28至5.33條及GEM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第C.3.3條訂明書面職

權範圍。審計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其中包括）就委任、續聘及罷免外部核數師向董事會

提供推薦意見，以及審閱並監督本集團的財務申報過程、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審

計委員會現時由全體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楊德泉先生（於2021年8月

1日獲委任）、Soh Sai Kiang先生及Kevin John Chia先生組成。楊德泉先生為審計委員會主

席。審計委員會已審閱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本報告，且認為該等報表及報告已

遵照適用會計準則、GEM上市規則及其他法律規定編製，並已作出足夠披露。

代表

Republic Healthcare Limited

主席兼執行董事

陳致暹

新加坡，2021年8月6日

於本報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陳致暹醫生（主席）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楊德泉先生、Soh Sai 

Kiang先生及Kevin John Chia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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