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翻译有偏差请以英文新闻稿为准）
新闻稿
立即发布
2021 年 8 月 26 日

UEM Edgenta 上半年收入达 10 亿令吉


2021 财年上半年财务业绩摘要
o 收入 10 亿令吉
o 净利润 1440 万令吉
o 净现金 1.184 亿令吉
o 现金和银行结余为 5.41 亿令吉
o 总负债率为 0.3 倍



目前的订单额为 116 亿令吉，2021 财年的新合约为 7.2 亿令吉。

吉隆坡，8 月 26 日 – 区域领先的资产管理和基础设施解决方案公司 UEM Edgenta Berhad（
“UEM Edgenta”或“公司”）今天公布了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2021 财年上半年 或 “1H FY2021”
）的未经审计的财务业绩。
公司在 2021 财年上半年的净利润为 1440 万令吉，收入为 10 亿令吉，相比 2020 财年同期分别
为净亏损 1520 万令吉和收入 9.503 亿令吉。2021 财年上半年的标准化净利润为 1670 万令吉，
而 2020 财年上半年则为 3480 万令吉。2021 财年上半年的税前利润（Profit before tax “PBT”）
为 2960 万令吉，而 2020 财年上半年的税前利润则为 400 万令吉。
将 2021 财年第二季度（“Q2 FY2021”）与上一季度（“Q1 FY2021”）相比，收入增长至 5.386
亿令吉，比 2021 财年第一季度的 4.836 亿令吉增长 11.4%，净利润从 810 万令吉下降 22.4%
至 630 万令吉。
年比年（“Y-o-Y”）与季比季（“Q-o-Q”）财务业绩的收入增长证实了公司通过多元化的投资组合
与在各区域的足迹所付出的审慎努力和业务基本面的弹性。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UEM
Edgenta 的资产负债表保持健康，负债比率显低并维持在 0.3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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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经理/首席执行员 Syahrunizam Samsudin 表示：“UEM Edgenta 在充满挑战的经营环境中兑
现了我们对客户的承诺，在上半年坚持了下来。迄今为止，我们在各项业务中赢得的合同总额为
7.2 亿令吉，这表明我们正不断追求及深化我们在核心和新市场的存在，同时也扩展我们的服务
和解决方案。随着我们最近推出的第一个数字生态系统平台 Edgenta NXT 及首个基于云的数字
医疗解决方案 QuickMed，我们的转型计划也正按 Edgenta of the Future 2025 愿景的进度推进。”
QuickMed 是我国首家私营冠病评估中心（“CAC”）的关键推动者。该中心还配备了聚合酶链反
应移动实验室、启用 RFID 电子手链进行家庭检疫监控系统（“HQMS”），能为冠病患者全天 24
小时提供连续监测。
Syahrunizam 还强调，公司将继续专注于管理成本和保持审慎的现金流管理以确保业务弹性，
同时继续寻求潜在机会和投资以促进指定业务的发展。
在持续支持冠病抗疫过程中，UEM Edgenta 坚定不移地为该地区所有受其照顾的公立和私立医
院提供不间断的医疗支持服务。随着国家加快疫苗接种工作，UEM Edgenta 通过在八打灵再也
UEM Edgenta 学习中心由 QuickMed 提供支持成立私营冠病评估中心，旨在协助政府的冠病评
估工作。此外，家庭检疫监控系统还用于管理抵达本国的入境国际旅客，他们需要在家中或在大
马卫生部批准的任何指定地点接受检疫令，此系统也即将被一级于二级的冠病患者使用。
除了提供基本的医疗支持服务外，UEM Edgenta 与马来西亚卫生部一起开发了现场混合重症监
护病房（Field Hybrid Intensive Care Unit），这是一个移动 ICU 病房，配有自己独立的电源、
氧气和水供应，可部署在八家医院，其中包括位于雪兰莪巴生的 Tengku Ampuan Rahimah 医院
。
更多详情可浏览 www.uemedgenta.com 与 www.edgentanxt.com。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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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UEM Edgenta Berhad
UEM Edgenta（www.uemedgenta.com）是本区域一家主要资产管理及基本设施解决方案公
司，它也是 UEM 集团成员公司。作为一家在马来西亚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KLSE:
EDGENTA），我们的专长包括医疗支援及产业与设施解决方案，以及概括大道和铁路的基本设
施，还有通过 OPUS Consultants 提供项目管理及工程设计能力。
在其 Edgenta of the Future 2025 愿景的指导下，UEM Edgenta 的整个资产生命周期提供的全
套服务都由科技推动，包括咨询、采购和施工规划、运营、维护、优化、修复以及升级等。横跨
多个行业的数字解决方案使 UEM Edgenta 有望在 2025 年成为一家专注于医疗保健和基础设施
服务的技术驱动型解决方案公司。
UEM Edgenta 目前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台湾、印度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拥有营运据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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