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快、更高、更强：后疫情时代的
职场未来 

一场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全世界带来了从
未有过的巨大危机。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企业的招
聘活动冻结，工作机会蒸发，人们陷入困境被困在
家，甚至自由出行都变成了一件难以实现的事情。
仿佛从某一刻开始，我们曾立足的生活逐渐塌陷，
无人知道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何时结束。 

但如今，我们已经迈过了至暗时刻。 

对我们来说，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既是一场压力考
验，也带来了新的机遇。这些机遇来自于客户对我
们完备的系统、流程及财务状况的信任，和对我们
具备抵御风险的能力的信心。当外部环境逐渐恶劣
时，我们全力以赴，减少犯错的几率。即使很多地
区都采用了混合办公模式，我们的客户依然相信我
们能够在一天之内为客户找到外派人员。客户也相
信凭借我们雄厚的财务状况，我们不会拖欠任何外
派人员的工资。当许多同行竞争者身处生存危机
时，我们却能够在数字化方面进行加倍投资，从而
提供更加优质的人才服务。 

致股东信

宏观经济的初步复苏，对系统、
流程和财务状况的坚定信心 

复苏的过程尽管缓慢且脆弱，却已是大
势所趋。从2020年第四季度开始，许多
行业中的领军人物已经重新找到自己的
立足点。世界各国政府在疫情防控上的
卓绝努力也逐渐凸显成效。 

1 HRNETGROUP LIMITED



在我们的本土市场新加坡，招聘顾问的数量下降了
10%以上(数据来源于人力资源部门注册的EA人员数
量)。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以新加坡为主
要市场的灵活用工业务却实现了高达10.3%的快速
增长。12月份在册的外派人员达到历史峰值，这使
得2020全年累计外派人员总数达42,998人。疫情期
间，我们的灵活用工业务被恰当地归类于“必要服
务”。 

尽管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为我们的灵活用工业务带
来了新机遇，专业招聘业务却受到了冲击，尤其是
在2020年的前三个季度。疫情管控政策导致的市场
需求不确定性，使得企业在新员工招聘方面十分谨
慎。即便人才招聘市场在表面上逐渐恢复，用人经
理仍需要时间来适应新员工的远程入职。同样，尽
管集团实现了创纪录的年度营收，但业务结构明显
倾向于毛利润率较低的灵活用工业务，集团年度整
体利润因此有所下滑。 

即便如此，我们2020年的税后净利润为4,980万新
元，在获得股东们的批准后，今年将支付2,510万新
元的股息。 

那么2021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在这复苏之年有哪
些事情值得期待？ 

后疫情时代，未雨绸缪方能赢职场未来 

在这个充满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要坚定目
标、一往无前地创新。未雨绸缪，运筹帷幄方能赢
得后疫情时代的职场未来。无可争辩的是，我们的
工作和生活早已不能完全回到疫情之前的状态。过
去一年中，混合工作模式逐渐成为新常态。未来，
办公形式和工作方式将发生变革。虽然远程办公使
得与员工之间的面对面社交变得困难，却能让企业
有更多机会招募那些曾因照顾家庭而离职的人才。 

混合工作模式不只突破了空间的限制，还涉及到工
作流程的优化与自动化。如今，需要签名的纸质版
支付凭证已被写进历史，能够实现定位自拍的线上
考勤系统才符合时代发展的趋势。 

2021年，我们将继续加强自有数字化平台的建设，
其中一些备受关注的项目包括针对外派人员开发的
微信小程序，以提升客户、外派人员和内部相关人
员的用户体验。 

在这个用人经理可能从未与新员工面对面交流的时
代，我们更需要重视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开拓更大的
版图，与客户和候选人进行互动。 

这些都只是我们正在采取的措施中的一小部分，以
确保我们为职场未来做好充足的准备，积极服务于
人才招聘和灵活用工的第一线。抵御风险，乘风破
浪，从困境中崛起，更快，更高，更强。 

未来可期！ 

沈永祥 
创始人兼董事长

在这个充满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 

我们要坚定目标、一往无前地创新。

未雨绸缪，运筹帷幄方能赢得后疫情

时代的职场未来。

沈伟玲 
执行董事兼首席法务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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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指标

优质的 
股息

稳定的 
盈利

雄厚的 
现金2储备

2,510万新元
4.4% 收益率1

3.322亿新元 4,980万新元
无银行借款 可观的净利润率 11.5%

4.33亿新元
2.4%

11.1%

1.293亿新元

营业收入

毛利润

(FY2019: 4.231亿新元)

(FY2019: 1.456亿新元)

业绩亮点 利润效益

51.8%
(FY2019: 48.8%)

效益比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毛利润)

3.0 百分点

11.5%
(FY2019: 13.2%)

净利润率
(税后净利润/营业收入)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3

1.7 百分点

5,090万新元

(FY2019: 5,420万新元)

6.0%

4,690万新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FY2019: 5,160万新元)

9.2%

1 基于0.025新元的拟派股息*除以2021年2月25日收盘价0.57新元
* 拟派股息须经股东在即将召开的年度股东大会上批准
2 指现金与现金等价物
3 基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即扣除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净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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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亿新元
营业收入 

与上年同期4.231亿新元相比增长2.4% 

2020是营业收入创纪录的一年，达到4.33亿新元
（2019年营收为4.231亿新元），在疫情背景下依旧
实现了2.4%的增长。 

灵活用工业务营收创历史新高，达到3.576亿新元
（2019年为3.242亿新元），增长10.3%。全年共帮
助42,998人实现灵活就业(2019年:40,410人)，增长
6.4%。 

专业招聘营收为7,260万新元(2019年:9,590万新元)
，下降24.3%。人才寻猎成功入职数目下降了17.7%
，为7,022(2019年:8,530)。 

灵活用工业务表现出强劲的韧性，其占总收入的比
例从76.6%上升至82.6%。经过一整年的运营后，集
团在2019年新成立的RecruitFirst台北、吉隆坡和上
海子公司贡献了2020年灵活用工业务增长量的38.4%
。2020年，RecruitFirst也于雅加达成立子公司。 

集团营收在行业和领域方面十分多元，不依赖于任
何单一领域。我们22.0%的营收来自排名前10位的客
户，14.8%的营收来自排名前5位的客户。 

医疗健康板块的营收增长了28.0%，占总收入的
14.4%(2019年占比11.5%);而政府业务板块的营收增
长68.2%，占总营收的17.3% (2019年占比10.5%)。 

（括号内%表示2019年数字)

1 政府部门、法定机构及政府相关企业

主要财务指标

其他  
6% (7%)

金融机构 
14% (15%)

科技与通信 
14% (15%)保险 

5% (6%)

生命科学及医疗保健 
14% (11%)

制造 
10% (10%)

物流 3% (3%)

服务 3% (4%)

教育 1% (1%)

政府1 
17% (11%)

消费品及零售 
13%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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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3亿新元
毛利润

与上年同期1.456亿新元相比下降11.1% 

业务细分

毛利润下降主要由于灵活用工业务（5,540万
新元）毛利润的14.7%增长不足以抵消专业招
聘业务（7,240万新元）毛利润24.3%的下降。

毛利率平均为29.9%(2019年:34.4%)，这主
要是由于灵活用工业务增长至总营收的82. 
6% (灵活用工业务的毛利润率为15.5%，专业
招聘业务的毛利润率为99.7%) 

地域细分

新加坡市场对整体的毛利润贡献为54.5% 
(2019年:50.8%)，仍然是集团最大的市场。截
至2020年12月31日，我们在新加坡地区有245
名注册顾问，这使我们成为新加坡最大的招
聘机构之一。在新加坡的“断路器”实施期
间，我们的灵活用工部门为许多必要服务产
业和政府部门提供服务，获得12.9%的增长。
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专业招聘领域28.1%的
减幅，使得新加坡整体毛利润略降4.6%。 

新加坡以外地区的毛利润主要来自于利润下
滑的专业招聘业务，最严重的为香港地区。
其灵活用工业务26.9%的增长远不足抵消专业
招聘领域22.4%的下降，导致整体下滑17.9%。

主要财务指标

灵活用工 
43% (33%)

北亚 
42% (46%)

专业招聘 
56% (66%)

新加坡 
55% (51%)

其他 
1% (1%)

其他亚洲地区 
3% (3%)

（括号内%表示2019年数字)

5 HRNETGROUP LIMITED



670万新元

1,780万新元

成本节约 

其他收入 

2019年数据为200万新元

新冠疫情发生后，我们进一步收紧了营业费用，以
确保平稳运营。总营业费用减少7.1%，至8,810万新
元(2019年:9,490万新元)。 

员工福利支出减少450万新元至6,910万新元(2019
年:7,360万新元)，其中270万新元是由于利润分红
减少，90万新元是由于中国政府免除社会保险费，
基于股份支付的60万新元是由于123GROW计划在2020
年7月1日终止。 

与上年同期1,770万新元相比增长0.8%

其他收入主要有1,170万新元的政府补贴(2019
年:460万新元)，其中包括新加坡政府的加薪补贴 
(WCS)和特别就业补贴 (SEC)，以及我们所运营地区
各政府史无前例的与疫情相关的救济计划。 

处置投资收益减少350万新元，至260万新元(2019
年:610万新元)。 

销售费用减少了120万新元，其中商务差旅节省了
140万新元，通信和娱乐节省了30万新元，这些抵消
了坏帐准备增加的70万新元。 

其他费用减少了100万新元，主要是因为外汇收益增
加的150万新元及专业费用和印刷费用所节省的30万
新元，被因收购REForce和Rimbun最后一笔款项的
延期支付而增加的90万新元抵消。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的公允价值净损失达110万新元(2019年:收益160万
新元)。 

利息收入减半至220万新元(2019年:430万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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