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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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PACIFIC ONLINE LIMITED

（股份代號：543）

太 平 洋 網 絡 有 限 公 司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太平洋網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
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上一年度相
應期間的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中期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4 404,969 391,910
收入成本 (175,140) (146,514)

毛利 229,829 245,396
銷售與市場推廣開支 (84,595) (90,077)
行政開支 (44,028) (46,565)
產品開發開支 (33,147) (32,673)
金融資產減值虧損淨額 (31,020) (40,554)
其他收入 5 6,417 7,730

經營利潤 43,456 43,257
融資收入 5,461 4,514
融資成本 (27) (511)

融資收入淨額 6 5,434 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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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所得稅前利潤 48,890 47,260
所得稅開支 7 (7,546) (8,901)

期內利潤 41,344 38,359

以下人士應佔：
—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39,393 37,296
— 非控股股東權益 1,951 1,063

41,344 38,359

期內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利潤的每股盈利 8
— 基本（人民幣） 3.48分 3.31分

— 攤薄（人民幣） 3.46分 3.3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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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內利潤 41,344 38,359

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金融資產投資價值變動 13 22,820 (2,988)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已扣稅 22,820 (2,988)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64,164 35,371

以下人士應佔：
—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62,213 34,308
— 非控股股東權益 1,951 1,063

64,164 35,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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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使用權資產 10 15,785 15,425
物業與設備 10 185,640 196,687
投資物業 10 54,093 47,913
無形資產 10 8,891 9,079
遞延所得稅資產 11 56,852 55,281
金融資產投資 13 85,605 62,785

406,866 387,170

流動資產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其他應收款項
及預付款項 12 513,100 652,443
原有存款期超過三個月的短期銀行存款 — 117,249
受限制現金 — 3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89,592 356,807

902,692 1,126,529

總資產 1,309,558 1,513,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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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權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普通股 14 10,491 10,491
儲備 963,479 1,049,655

973,970 1,060,146
非控股股東權益 5,010 5,309

總權益 978,980 1,065,455

負債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256 74

256 74

流動負債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5 251,997 348,350
合約負債 40,952 48,118
即期所得稅負債 34,248 51,394
遞延所得稅負債 11 2,500 —
租賃負債 625 308

330,322 448,170

總負債 330,578 448,244

總權益與負債 1,309,558 1,513,699



– 6 –

簡明綜合中期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普通股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資本贖回 

儲備

為股份獎勵
計劃持有的

股份 法定儲備金
金融資產 

投資 保留盈利 小計
非控股 

股東權益 總計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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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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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結餘 10,491 399,201 4 306 (2,139) 43,418 31,588 577,277 1,060,146 5,309 1,065,455

全面收入
期內利潤 — — — — — — — 39,393 39,393 1,951 41,344
其他全面收入

— 金融資產投資的 
 公平值變動 13 — — — — — — 22,820 — 22,820 — 22,820

全面收入總額 — — — — — — 22,820 39,393 62,213 1,951 64,164

與股權持有人交易
股份獎勵計劃

— 購買為股份獎勵計劃持 
 有的股份 — — — — (7,873) — — — (7,873) — (7,873)

— 僱員服務價值 — — — — 6,604 — — — 6,604 — 6,604
與二零二零年有關的現金股息 9 — — — — — — — (147,120) (147,120) (2,250) (149,370)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結餘 10,491 399,201 4 306 (3,408) 43,418 54,408 469,550 973,970 5,010 978,980

未經審核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普通股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資本贖回 

儲備

為股份獎勵
計劃持有的

股份 法定儲備金
金融資產 

投資 保留盈利 小計
非控股 

股東權益 總計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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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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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結餘 10,491 399,201 4 306 (10,229) 43,418 21,679 537,552 1,002,422 3,622 1,006,044

全面收入
期內利潤 — — — — — — — 37,296 37,296 1,063 38,359
其他全面收入

— 金融資產投資的 
 公平值變動 13 — — — — — — (2,988) — (2,988) — (2,988)

全面收入總額 — — — — — — (2,988) 37,296 34,308 1,063 35,371

與股權持有人交易
股份獎勵計劃

— 僱員服務價值 — — — — 8,090 — — — 8,090 — 8,090
與二零一九年有關的現金股息 9 — — — — — — — (122,162) (122,162) — (122,162)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結餘 10,491 399,201 4 306 (2,139) 43,418 18,691 452,686 922,658 4,685 927,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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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 93,824 79,856
已付所得稅 (23,763) (15,504)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70,061 64,352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購買物業及設備 (2,553) (41,474)
出售物業及設備 115 196
存入原有存款期超過三個月的短期銀行存款 (301) —

到期收回原有存款期超過三個月的短期銀行存款 117,550 2,100
已收利息 4,219 3,286

投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119,030 (35,892)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購買為股份獎勵計劃持有的股份 (7,873) —

已付現金股息 9 (149,370) (122,162)
租賃付款 (305) (235)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157,548) (122,39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31,543 (93,937)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56,807 425,94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滙兌收益╱（虧損） 1,242 (502)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89,592 33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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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 一般資料

太平洋網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七日根據開曼群島法例第22章公司法（一九六
一年第3號法例，經合併及修訂）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註冊辦事處地址Second Floor, Century 

Yard, Cricket Square, P.O. Box 902, Grand Cayman, KY1-1103, Cayman Islands。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從事提供互聯網廣告服務。

本公司股份已自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八日起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除另有註明外，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中期財務資料」）乃以人民幣（「人民幣」）列賬。中期財務
資料已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三十日獲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批准刊發。

2.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而成。中期財務資料並不包括年度財
務報告中一般包括的所有類型附註。因此，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的年報及本公司於中期報告期間作出的任何公告一併閱讀。

3. 會計政策

除按預期年度總盈利的適用稅率估算所得稅及採納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生
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外，所應用該等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
務報表內所述該等年度財務報表所用者貫徹一致。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並無對本集團財務報表有重
大影響。

4. 分部資料

主要營運決策者已確定為作出策略性決定的執行董事。

本集團主要為不同商品提供互聯網廣告服務。主要營運決策者審視本集團的內部報告以評定表現和
分配資源。管理層已以此等內部報告為基礎釐定經營分部。

主要營運決策者從其經營的不同互聯網門戶網站的角度衡量廣告業務。由於本集團的所有收入來自
中國客戶，故此並無進一步按地區基準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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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營運決策者根據產生的收入評估經營分部的表現。可呈報經營分部分為太平洋汽車網、太平洋
電腦網及其他。本公司目前沒有分配收入成本、經營成本或資產至其分部，皆因主要營運決策者並
非用此資料分配資源或評定經營分部的表現。因此，本公司沒有按各個可呈報分部呈報利潤或總資
產計量。

其他分部收入與來自其他門戶網站（包括嬰兒及家居產品）以及其他服務的收入有關。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分部間銷售（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相同）。
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呈報的來自外方的收入乃按與簡明綜合中期收益表一致的方式計量。

太平洋汽車網 太平洋電腦網 其他 本集團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收入確認時間

— 於一段時間內 291,180 39,735 19,547 350,462
— 於某時間點 48,122 2,929 3,456 54,507

收入 339,302 42,664 23,003 404,969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收入確認時間

— 於一段時間內 313,487 43,950 13,607 371,044
— 於某時間點 16,639 2,608 1,619 20,866

收入 330,126 46,558 15,226 391,910

本公司註冊地位於開曼群島。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全部收入來自中國的外
部客戶（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相同）。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除計入無形資產之會所會籍及金融資產投資外，本集團大部分其他非流
動資產位於中國（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相同）。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來自單一外部客戶的收入佔本集團收入達到或超過百分
之十（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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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租金收入 3,136 1,567

進項增值稅加計扣除 2,550 3,788

政府補貼 731 2,375

6,417 7,730

6. 融資收入 — 淨額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融資收入
— 利息收入 4,219 4,514
— 外匯收益淨額 1,242 —

5,461 4,514

融資成本
— 租賃負債利息開支 (27) (9)
— 外匯虧損淨額 — (502)

5,434 4,003

7. 所得稅開支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即期稅項 6,617 8,093

遞延稅項 929 808

7,546 8,901

所得稅開支按管理層對預計全年實際所得稅率的最佳估計而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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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a)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利潤，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不
包括本集團購買及為股份獎勵計劃持有的普通股）。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利潤（人民幣千元） 39,393 37,296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1,132,844 1,127,685

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 3.48分 3.31分

 (b) 攤薄

每股攤薄盈利調整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用的數據，計入與潛在攤薄普通股相關的利息及其他融
資成本的除所得稅後影響，以及在所有潛在攤薄普通股獲轉換的情況下所發行額外普通股的加
權平均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利潤（人民幣千元） 39,393 37,296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1,140,157 1,127,685

—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1,132,844 1,127,685
— 就股份獎勵計劃調整（千股） 7,313 —

每股攤薄盈利（人民幣） 3.46分 3.31分



– 12 –

9. 股息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人民幣13.00分（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人民幣10.80分）於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七日舉行的股東週年
大會上獲股東批准。二零二零年末期股息合共人民幣149,370,000元（包括本公司的一家附屬公司向非
控股股東所支付的末期股息人民幣2,250,000元）已於二零二一年支付，不包括與為股份獎勵計劃持有
的普通股有關的股息人民幣307,000元（二零一九年末期股息：人民幣122,162,000元，不包括與為股份
獎勵計劃持有的普通股有關的股息人民幣316,000元）。

董事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相同）。

10. 物業與設備、投資物業、無形資產及使用權資產

使用權資產 
— 土地使用權

及物業 物業與設備 投資物業 無形資產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的 
賬面淨值 15,425 196,687 47,913 9,079
添置 871 2,553 — —

處置 — (115) — —

轉撥 — (6,754) 6,754 —

折舊與攤銷 (511) (6,731) (574) (188)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的賬面淨值 15,785 185,640 54,093 8,891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的 
賬面淨值 15,774 173,383 43,282 9,477
添置 157 41,474 — —

處置 — (196) — —

轉撥 — (5,984) 5,984 —

折舊與攤銷 (383) (7,002) (616) (215)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的賬面淨值 15,548 201,675 48,650 9,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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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遞延所得稅

 遞延所得稅資產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遞延所得稅資產：
— 在12個月內收回 5,079 9,746
— 超過12個月後收回 51,773 45,535

56,852 55,281

期內遞延所得稅資產的變動如下：

超出撥備的
廣告開支

應收貿易賬
款減值撥備

應計廣告及
其他開支 稅項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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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5,662 33,075 8,614 7,930 55,281

計入╱（扣除自）簡明綜合中期 

收益表 (2,606) 7,750 (4,146) 573 1,571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3,056 40,825 4,468 8,503 56,852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12,730 24,244 6,931 6,584 50,489

計入╱（扣除自）簡明綜合中期 

收益表 (1,575) 9,542 309 (6,584) 1,692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11,155 33,786 7,240 — 52,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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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未列賬遞延稅項資產相關的結轉稅項虧損到期日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二二年到期 5,122 5,122

於二零二三年到期 9,001 9,001

於二零二四年到期 8,190 8,190

於二零二五年到期 9,786 11,920

於二零二六年到期 10,956 —

五年後到期 29,348 30,068

72,403 64,301

就取得高新技術企業資格的附屬公司，稅項虧損可於10年延長期間內扣減。

 遞延所得稅負債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遞延所得稅負債：
— 在12個月內收回 2,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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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遞延所得稅負債的變動如下：

中國附屬公司預期將
匯出海外的盈利 

所計提的預扣稅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

從簡明綜合中期收益表扣除 2,500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2,500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

從簡明綜合中期收益表扣除 2,500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2,500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中國境外直接控股公司於中國的附屬公司以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後所賺取
的利潤向境外投資者宣派股息時，將按10%的所得稅率向其境外直接控股公司徵收預扣稅。倘中國附
屬公司的直接控股公司在香港成立及符合中國與香港相關部門之間的稅收協定安排的規定時，則可
應用5%的較低預扣稅稅率。因此，本集團就預計符合上述條件的若干香港間接控股公司應用5%的預
扣稅稅率。

12.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貿易賬款，已扣除減值撥備(a) 458,095 610,629

其他應收款項(b) 34,831 27,707

預付款項 20,174 7,622

應收票據 — 6,485

513,100 652,443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均以人民幣計值（二
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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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應收貿易賬款，已扣除減值撥備

本集團授出的信用期一般為期三個月至一年。應收貿易賬款（已扣除減值撥備人民幣178,152,000

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47,132,000元））基於確認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至6個月 321,897 410,063

6個月至1年 92,359 98,937

1至2年 43,839 90,629

超過2年 — 11,000

458,095 610,629

應收貿易賬款的期末虧損撥備與期初虧損撥備對賬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年初 147,132 108,427
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31,020 57,018
撇銷的應收款項 — (18,313)

期╱年末 178,152 147,132

 (b) 其他應收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待抵扣的進項增值稅額 15,562 9,925
墊支予僱員 8,287 6,404
應收租金 1,043 1,051
其他 9,939 10,327

34,831 27,707

於報告日期，信用風險最大敞口為上述各類應收款項的賬面值。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抵押品作
為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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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金融資產投資

金融資產投資於期內的變動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期初 62,785 52,876
公平值變動 22,820 (2,988)

於期末 85,605 49,888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本集團向一間投資於主要從事互聯網業務的公司股票的實體作出5,000,000美元
的股票投資，而本集團並無擁有對該實體的控制權或重大影響力。於本期間，該實體已改變其投資
策略，並開始更多投資於加密貨幣。於本期間末，金融資產投資的結餘包括54.7%的加密貨幣投資。

14. 普通股

法定普通股
股份數目 

（千股） 千港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100,000,000 1,000,000 969,200

已發行及繳足
股份數目 

（千股） 千港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1,134,055 11,341 10,491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總數為1,134,055,000股（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相同），其中包括股份獎勵計劃持有的5,112,000股（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933,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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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計開支(a) 196,313 280,621

應付薪金 39,416 47,874

其他應付稅項 4,035 7,654

其他應付款項(b) 12,233 12,201

251,997 348,350

(a) 本集團應計開支主要指應付廣告公司的應計服務佣金費用及應計廣告開支。

(b) 本集團其他應付款項主要指應付第三方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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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

我謹代表董事會向股東呈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

上半年總收入約人民幣4.05億元，同比增加3.3%。報告期內，全球半導體芯片短缺已對
多個相關行業（尤其是汽車及電子行業）造成重大影響。受短缺影響，許多公司已出現生
產延誤及新產品推出受限，具體須視供應情況而定。然而，儘管面臨上述挑戰，該等行
業的需求仍維持強勁，而本集團處於有利地位，可繼續構建新的產品供應。

太平洋汽車網的收入同比增加2.8%，佔本集團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總收入的83.8%。報告
期內，全球汽車芯片短缺方面的短期不確定性導致各公司的營銷支出有限。太平洋汽車
網一直在擴大其對廣告商的服務，以擴充線下營銷能力，以及在直播、短視頻及其他銷
售渠道提供新內容，從而擴大本公司的產品範圍。展望二零二一年下半年及日後，太平
洋汽車網已將自身定位為新興「智能汽車」行業的參與者，通過與行業合作夥伴創建新平
台，幫助消費者駕馭汽車數字化。

太平洋電腦網的收入同比減少8.4%，而其他門戶網站（包括太平洋時尚網、太平洋親子
網及太平洋家居網）的總收入同比增加51.1%。全球芯片短缺已同樣對電腦及手機製造商
市場造成干擾，相關行業通過延長產品生命週期及減少營銷支出以作應對。為減輕部分
此影響，太平洋電腦網已在家電製造商等相關行業建立新的合作夥伴關係，並專注於改
善廣告及服務供應。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太平洋家居網成功通過各種營銷舉措及認證
計劃繼續擴大其設計師網絡並強化品牌定位。

本集團已自二零一四年起對一家實體進行股權投資，該實體投資於主要從事互聯網相關
行業及區塊鏈相關技術的公司的股份。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該投資的公平值估
計約為人民幣85,600,000元，其中加密貨幣佔54.7%。本集團知悉加密貨幣投資所涉及的
波動風險，並一直採取措施管理所涉及的風險。

展望未來，本公司將繼續密切關注全球供應鏈發展對我們相關行業的影響以及有關
COVID-19的全球不確定性。下半年，我們仍對本集團能夠在上半年發展的基礎上繼續
有所作為持審慎樂觀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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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收入

收入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391,900,000元增加3.3%至截至二零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405,000,000元。

本集團汽車門戶網站太平洋汽車網的收入由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330,100,000元增加2.8%至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339,300,000元。
太平洋汽車網收入增加主要由於汽車製造商增加廣告開支所致。太平洋汽車網於截至二
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佔收入的百分比分
別為84.2%及83.8%。

本集團資訊科技及消費電子產品門戶網站太平洋電腦網的收入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46,600,000元減少8.4%至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人民幣42,700,000元。該減少乃由於消費電子製造商需求減少所致。太平洋電腦網於截至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佔收入的百分比
分別為11.9%及10.5%。

其他經營業務（包括太平洋時尚網、太平洋親子網及太平洋家居網門戶）的收入由截至二
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5,200,000元增加51.1%至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3,000,000元。該增加主要由於該等行業的整體消費需求增加。其
他經營業務的收入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佔收入的百分比分別為3.9%及5.7%。

收入成本

收入成本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46,500,000元增加19.5%至截
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75,100,000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及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率分別為62.6%及56.8%。

收入成本增加乃主要由於期內外包生產成本及員工成本增加所致。

銷售與市場推廣開支

銷售與市場推廣開支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90,100,000元下降
6.1%至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84,600,000元。下降乃主要由於期
內廣告開支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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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46,600,000元下降5.4%至截至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44,000,000元，主要由於期內整體辦公開支減少
所致。

金融資產減值虧損淨額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金融資產減值虧損淨額為人民幣40,600,000元及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金融資產減值虧損淨額為人民幣31,000,000元。該
減少乃主要由於期內收回一筆應收賬款所致。

產品開發開支

產品開發開支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的人民幣32,700,000元增加1.5%至截
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的人民幣33,100,000元。該輕微增加主要由於本集團研發
團隊人事相關費用增加所致。

其他收入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其他收入為人民幣7,700,000元，而截至二零二一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其他收入則為人民幣6,400,000元。該減少乃由於期內所收到的
政府補貼減少所致。

融資收入淨額

融資收入淨額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人民幣4,000,000元及於截至二零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人民幣5,400,000元。該增加乃主要由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
月三十日止期間為淨外匯收益，而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為淨外匯虧損。

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8,900,000元減少15.2%至截
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7,500,000元。

權益持有人應佔淨利潤

權益持有人應佔淨利潤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37,300,000元增
加5.6%至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39,4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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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短期存款及現金合共人民幣389,600,000元，而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人民幣474,100,000元。現金減少主要由於截至二零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支付現金股息合共人民幣149,400,000元所致。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概無外債。

銀行借貸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銀行借貸，因此，其資產負債比率（即銀行
借貸總額與股東權益的比率）為零。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亦無任何銀
行借貸。

重大收購及出售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概無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資產抵押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抵押銀行存款或其他資產擔保其銀行融資。

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經營活動主要於中國內地進行，大部分交易乃以人民幣計值及結算。因此，整
體外匯風險被視為並不重大。

僱員及薪酬資料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1,002名僱員（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06
名），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減少9.4%。此下跌乃由於本集團內部重組及簡化其支持營運
所致。本集團按表現及資歷等因素釐定員工薪酬。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任何
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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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全體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徐耀華先生（審核委員
會主席）、白泰德先生及林懷漢先生。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
並已研討有關審計、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等事宜，包括審閱此等中期業績。

企業管治

董事會認為，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
則附錄14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中載列的守則條文，惟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須區分主席
與首席執行官的角色除外。林懷仁博士目前同時擔任本公司的主席兼首席執行官。由於
林博士為本集團的共同創辦人並於互聯網行業具備廣泛經驗，董事會相信，此架構為本
集團提供強大而貫徹一致的領導，令業務規劃和決策以及在執行長遠業務策略上更有效
率和效益。因此，此舉對於本集團的業務前景有利。

鳴謝

本人謹藉此機會，代表董事會向對本集團作出貢獻的全體僱員及不斷支持本集團的全體
股東，致以衷心謝意。

代表董事會 
太平洋網絡有限公司 

主席  
林懷仁

香港，二零二一年八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三位執行董事，分別為林懷仁博士、何錦華先生及王大鑫先
生；以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徐耀華先生、白泰德先生及林懷漢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