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新聞稿不得發布、傳播或者分發給在美國、英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加拿大、日本或任何本新聞發佈提述的證券的要約出售或出售被禁止的其他司法管轄區的任何人。 

 

第一頁 

 

警告 

本新聞發佈僅供參考，並不構成在美國出售冰雪集團控股有限公司的任何股份或其他證券的要約或邀約的一部分。於並無根據 1933 年美國證券法（經修訂）（「證券法」）註冊或並無根據證券法的豁免

登記規定發售或出售的情況下，本新聞稿所提及的證券不可於美國提呈發售或出售。任何證券將通過發售通函的方式在美國發售，此發售通函可從發行人處獲得，並將包含發行人、其管理層的具體資

訊以及財務報告。本新聞稿所提及的證券並未亦將不會根據證券法或英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日本或任何新聞發佈提述的證券的要約出售或出售被禁止的其他司法管轄區的適用證券法律登記。本新聞

稿所提及的證券不可於香港以外的司法轄區公開發行。 

 

閣下應注意不應過份依賴本新聞稿所載任何前瞻性陳述。本新聞發佈的內容並未經任何香港監管機構審閱。我們不能保證該等前瞻性陳述將會證實為正確。反映在該等前瞻性陳述的預期可能有變，我

們概不承擔更新或修訂本新聞稿任何前瞻性陳述的義務。若 閣下對本新聞發佈的任何內容有疑問，應向獨立的專業人士索取意見。 

[即時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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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發售 120,000,000 股股份 

發售價介乎每股 0.48 港元至 0.60 港元 
 

 

投資摘要 

 冰雪集團是一間總部位於香港的營銷製作公司，具有逾 18 年經驗，提供整體項目管理及營銷製作服務，

專營傳統媒體製作及管理、數碼媒體製作及跨媒體開發，近年更擴展業務範圍至用於新興數碼媒體的創

意內容製作 

 集團擁有廣泛及穩固的客戶群，服務超過 340 名品牌擁有人，涵蓋國際奢侈品牌、零售連鎖店、金融機

構及跨國公司等多個行業 

 在胡陳德姿女士的領導下，經驗豐富及擁有多元文化背景的管理團隊能吸引及留住國際知名品牌擁有人

客戶。集團建立了擁有不同專長的人才團隊，能按時管理項目，確保整體工作效率、一致性和質素 

 於 2016 財年，集團的全年整體收益按年上升 6.2%，而純利則按年上升 36.9% 

 

(香港訊，2017 年 11 月 24 日) 總部位於香港，提供整體項目管理及傳統、數碼及跨媒體營銷製作服務的營銷

製作公司冰雪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冰雪集團」或「集團」）今天公佈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創業板上市建議詳情。 

 

發售詳情 

冰雪集團擬發售合共 120,000,000 股股份，其中 90%將用作配售（可予重新分配），餘下 10%則用作公開發

售（包括 1,200,000 股僱員預留股份及可予重新分配）。指示性發售價範圍為每股 0.48 港元至 0.60 港元。

假設發售價為 0.54 港元（即指示性發售價範圍的中位數），股份發售之所得款項淨額預計約為 4,380 萬港元。 

公開發售將於 2017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一）上午九時正開始，於 2017 年 11 月 30 日（星期四）正午十二時

結束。最終發售價和配發結果將於 2017 年 12 月 7 日（星期四）公佈。股份預計將於 2017 年 12 月 8 日（星

期五）開始在聯交所創業板交易，股份代號為 8429，每手買賣單位為 5,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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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德新源資本有限公司為是次上市的獨家保薦人。統一證券（香港）有限公司為獨家賬簿管理人，而統一證券

（香港）有限公司及藍山證券有限公司則為聯席牽頭經辦人。實德證券有限公司、訊匯證券有限公司及宏滙證

券有限公司為副牽頭經辦人。 

 

投資摘要 

 

擁有廣泛及穩固的客戶群 

冰雪集團服務超過340名來自各行各業的品牌擁有人，包括環球金融機構、國際奢侈品牌、人氣零售連鎖店及

跨國企業等。雖然中港營銷服務行業高度分散而且競爭激烈，但集團仍能與十大客戶維持平均七年以上的長期

業務關係。此外，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以及截至二零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止五個月（「往

績記錄」）期間，集團所有客戶中超過56.0%是常客，足證集團的優質服務備受客戶認可。集團計劃以現有客

戶的穩固關係為基礎，把業務範圍進一步擴展至中國及其他海外市場。 

 

具備為品牌擁有人提供營銷製作服務的雄厚實力 

冰雪集團為品牌擁有人製作印刷材料超過18年，經驗豐富，能協助客戶以多元、靈活、一致及具成本效益的

方式執行其品牌推廣及營銷策略。集團近年把業務範圍拓展至新興數碼媒體營銷及品牌推廣，以及用於各式社

交媒體平台、網站、移動程式及移動端的創意內容營銷製作（視頻及攝影形式），藉此把握來自傳統及數碼媒

體服務日漸增長的商機。 

 

此外，集團自 2015 年起開始使用其自主開發的項目管理資訊系統「Icicle Hub」，集中管理客戶工作，使品

牌擁有人能在多個媒體平台推廣其品牌、產品及服務時，能在分配預算及資源方面提升效率、一致性及靈活性。

集團既有業務模式行之有效，能為集團未來成功奠定穩固基礎。 

 

經驗豐富的管理層輔以人才團隊 

冰雪集團的成功其全賴訓練有素的人才團隊。集團由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專業和資深管理人員帶領，其中以擁

有超過15年營銷製作及公司業務管理經驗的董事會主席、行政總裁及執行董事胡陳德姿女士為首。集團廣納

賢才，旗下員工各有所長，能按時管理項目，確保整體工作具效率、一致性和質素。我們採用基於關鍵績效指

標及季度績效審核的表現管理系統及花紅分配計劃，確保員工個人及公司整體均能達標。 

 

穩健的財務表現 

冰雪集團於往績記錄期間財務表現穩健。於 2016 財年，集團的持續經營業務收益按年增加約 6.2%至約 9,100

萬港元，其中來自數碼媒體製作服務業務的收益上升約 41.3%，成為集團的新增長動力。集團經調整溢利1按

年飆升約 65.2%至約 1,100 萬港元，經調整溢利率 1增加約 4.3 個百分點至約 12.1%。於截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止八個月，未經審核收益約為 5,360 萬港元，主要受惠於集團的數碼媒體製作服務需求增加，而數碼媒體製

作服務佔業務的收益較去年同期上升達約 69.1%。於 2017 年 6 月 1 日至 2017 年 11 月 18 日，集團共取得

1,810 個新項目，合約價值總值約為 5,010 萬港元。 

 

 

 

                                                      
1
扣除有關財政年度產生的上市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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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策略 

 

增強社交媒體營銷製作能力及擴展服務內容 

根據益普索報告，2017 年至 2020 年間，香港的企業數碼媒體營銷開支預期將以複合年增長率約 20.5%的速

度增長，同期中國的企業數碼媒體營銷開支將以複合年增長率約 25.8%的速度增長。為把握未來龐大發展機

遇，集團已加強其服務，逐步由簡易數碼媒體製作向更成熟的社交媒體製作方案轉型。為此，集團將於未來兩

年成立數據管理團隊、啟用數據分析平台及擴充其社交媒體製作團隊。此外，為滲透社交媒體市場，集團與一

間位於美國的國際社交媒體影響力人物營銷公司已於 2017 年 7 月簽訂意向書，協議合作將國際品牌連接亞洲

市場，並於長遠而言將把中國品牌帶到海外市場。 

 

擴充人才團隊及升級基礎設施以擴展整體服務範圍 

為了擴展整體服務範圍，集團將擴充其人才團隊，並把服務範圍向上游伸延至包括提供戰略品牌發展，包括就

客戶的整體品牌建設策略、整體營銷概念開發及實施計劃（如數據分析、預算分配及項目進度規劃支援）提供

建議。 

 

此外，集團將成立原創內容製作團隊，提供具創意的構思和概念供製作影像內容。有關影像內容將售予品牌擁

有人作營銷及品牌推廣用途。集團亦將設立一間工作室及升級其設備，以產生更多收益及提升利潤率。 

 

加強於中國的業務發展及銷售與營銷活動 

為了擴大於中國的業務版圖及網絡，集團將透過線上營銷活動向於北京及上海等中國一線城市的品牌零售商推

廣其營銷服務。集團亦將加入中國各行業協會，並參與行業會議及活動以推廣其品牌及服務。於 2018 年，集

團計劃在上海以活動形式，宣佈正式推出其與美國業務夥伴共同提供之新服務。冰雪集團已有清晰的業務擴展

藍圖，準備把握來自不斷增長的中國市場的商機。 

 

所得款項用途 

假設發售價為每股發售股份0.54港元（ 即指示性發售價範圍的中位數），發行發售股份之所得款項淨額（經扣

除包銷費用及集團就發售股份估計已付及應付的開支總額後）預計為約4,380萬港元。集團擬將所得款項淨額

用於下列用途： 

項目 概約百分比 

增強集團之社交媒體營銷製作能力及擴展服務範圍 18.3% 

擴展集團的整體服務範圍，以及在通過聘任主要高級行政人員及增聘員工擴充三個

營銷製作類別團隊 
20.9% 

設立一間工作室及擴張集團的辦公場所及基礎設施 26.1% 

加大營銷力度以建立「冰雪集團」品牌及提升其知名度 18.9% 

員工發展，以及發展及採用實時人才管理系統，以提升工作效率 7.1% 

一般營運資金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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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截至 12 月 31 日止年度 截至 5 月 31 日止五個月 

(萬港元) 2015 年 2016 年 
2016 年 

（未經審核） 
2017 年 

收益 8,567.6 9,095.5 3,272.0 2,828.7 

經調整純利(1) 667.9 1,103.1 367.4 258.2 

經調整純利率(1) 7.8% 12.1% 11.2% 9.1% 

(1) 撇除有關財政年度/期間產生的上市開支影響後之除稅後溢利 

 
照片說明 
 
照片 1 及 2 

 

 

冰雪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主席、行政總裁及執行董事胡陳德姿女士（右）及高級總監及營運主管張雪芬女士（左）。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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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冰雪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冰雪集團控股有限公司總部位於香港，成立於一九九零年代末，是一間迅速增長的營銷製作公司。集團提供整體項目管

理及營銷製作服務，專營傳統媒體製作及管理、數碼媒體製作及跨媒體開發，協助客戶以多元、靈活、一致及具成本效

益的方式推行其品牌推廣及營銷策略。集團的客戶群廣泛多元，涵蓋國際金融機構、奢侈品牌零售商、本地零售連鎖店

及跨國公司等各行各業。 

 

傳媒垂詢： 

縱橫財經公關顧問有限公司  

吳慧怡 電話：(852) 2864 4831 電郵：veron.ng@sprg.com.hk  

沈欣琪 電話：(852) 2864 4890 電郵：cecilia.shum@sprg.com.hk 

李培燊 電話：(852) 2864 4892 電郵：davis.li@sprg.com.hk 

網址：www.sprg.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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