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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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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目前從事兩項業務：(i)包裝業務及(ii)手遊業務。就包裝業務而言，本集團於中國江西省營運，製造及銷
售紙製包裝產品。本集團產品用於多種不同產品包裝，如食品及飲料、玻璃及陶瓷、金屬製品及化學產品、竹
製品、購物袋等等。就手遊業務而言，本集團提供免費手機、網頁及客戶端網絡遊戲。

包裝業務

二零二零年同期，COVID-19爆發，對全國經濟造成前所未見之干擾，相比之下，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本集團
包裝產品業務的銷售及溢利均有顯著增長。 本集團來自包裝業務的收入由去年同期的人民幣83,000,000元上升
53.7%至人民幣127,600,000元，並佔本集團總收入的約99.6%。

手遊業務

本集團的現有遊戲都處於生命周期的衰退期，導致回顧期間內對該分部業績大為減少。本集團一直努力就此分
部檢討其戰略及資源，並採取審慎態度。因此，回顧期內收入進一步減少至約人民幣600,000元，下跌92.4%，
佔本集團總收入約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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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回顧期內，本集團的收入為約人民幣128,200,000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90,500,000

元），較去年同期上升約人民幣37,700,000元或約41.6%。收入增加主要由於包裝產品的銷售大幅上升，但受
到手遊業務貢獻顯著萎縮所拖累。

下表載列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收入按產品種類劃分的明細分類及其佔本集團總收入的有關百分比：

按產品劃分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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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佔總額% 人民幣千元 佔總額%  

柔印紙箱 44,662 34.8 29,883 33.0  

柯式印刷紙箱
－傳統紙箱 36,372 28.4 24,769 27.4

－石頭紙紙箱 46,563 36.3 28,351 31.3  

小計 82,935 64.7 53,120 58.7  

包裝業務 127,596 99.6 83,003 91.7

手遊業務 569 0.4 7,502 8.3  

總計 128,165 100.0 90,505 100.0  

包裝業務

回顧期內，來自銷售柔印紙箱的收入為約人民幣44,700,000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
幣29,900,000元），佔本集團總收入約34.8%（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33.0%）。來自銷售柯
式印刷紙箱的收入為約人民幣82,900,000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53,100,000元），
佔本集團總收入約64.7%（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58.7%）。



5 移動互聯（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按客戶產品種類劃分的收入（包裝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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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食品及飲料 29,028 22.8 24,498 29.5
玻璃及陶瓷 308 0.2 1,282 1.5
金屬製品及化學品 16,667 13.1 9,891 11.9
竹器 732 0.6 1,005 1.2
百貨商店 29,942 23.5 18,486 22.3
其他 50,919 39.9 27,841 33.6  

包裝業務總計 127,596 100.0 83,003 100.0  

附註： 其他主要包括文儀用品、能源及電子產品、紡織品及藥品。

本集團主要客戶為中國的食品及飲料生產商以及百貨公司。回顧期內，來自食品及飲料生產商的收入為約人民
幣29,000,000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24,500,000元），佔包裝業務收入約22.8%（截
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29.5%)。同期，來自百貨公司客戶的收入為約人民幣29,900,000元（截
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8,500,000元），佔包裝業務收入的約23.5%（截至二零二零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22.3%）。

手遊業務

回顧期內，本集團來自手遊業務的收入為約人民幣600,000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7,500,000元），佔本集團總收入約0.4%（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8.3%）。

按遊戲劃分的收入（手遊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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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聖傳說及大話西遊更新版本 — — 37 0.5

七絕 — — 253 3.4

天天打魔獸 36 6.3 323 4.3

奧丁之錘 141 24.8 1,464 19.5

亂世英雄傳 228 40.1 2,335 31.1

天旗 155 27.2 1,827 24.4

紅顏決 — — 1,245 16.6

其他 9 1.6 18 0.2  

手遊業務總計 569 100.0 7,502 100  

附註︰ 其他主要指從經營其他遊戲開發商開發的若干網絡遊戲而收取所得的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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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及毛利率

下表載列於回顧期內按主要產品種類劃分的毛利總額及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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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利率(%) 人民幣千元 毛利率(%)  

柔印紙箱 3,071 6.9 2,655 8.9 

柯式印刷紙箱
－傳統紙箱 3,902 10.7 2,719 11.0

－石頭紙紙箱 9,492 20.4 5,358 18.9 

小計 13,394 16.2 8,077 15.2 

包裝業務 16,465 12.9 10,733 12.9

手遊業務 470 82.6 6,605 88.0 

總計 16,935 13.2 17,338 19.2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的整體毛利由去年同期約人民幣17,300,000元，減少人民幣400,000元或約2.3%，至約人
民幣16,900,000元。整體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約19.2%減少至回顧期間約13.2%，主要由於利潤率較包裝業務為
高的手遊業務的收入大幅下跌。

於回顧期間，柔印紙箱的毛利為約人民幣3,100,000元，較去年同期約人民幣2,700,000元增加約15.7%。柔印
紙箱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約8.9%下跌至回顧期間約6.9%，主要由於原材料成本上漲所致。

於回顧期間，柯式印刷紙箱的毛利為約人民幣13,400,000元，較去年同期約人民幣8,100,000元上升約65.8%。
於回顧期間，柯式印刷紙箱的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約15.2%，稍升至約16.2%，乃由於大部分原材料成本增幅能
夠轉嫁客戶所致。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手遊業務的毛利為約人民幣500,000元，由於業務收入萎縮，故較去年同期約人民幣
6,600,000元急挫約92.9%。於回顧期間，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約88.0%稍跌至約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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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及收益

回顧期內，本集團的其他收入及收益為約人民幣600,000元，而去年同期則為約人民幣1,100,000元，減少約
45.4%或約人民幣500,000元。減少主要由於政府補貼及租金優惠減少所致。

銷售及分銷開支

回顧期內，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開支為約人民幣8,700,000元，而去年同期則為約人民幣7,800,000元，增加約
11.5%或約人民幣900,000元。增加主要由於銷售較去年同期增加所致。然而，於回顧期間，銷售及分銷開支
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的比例減少至約6.8%，而去年同期則為約8.6%。

行政開支

回顧期內，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為約人民幣20,900,000元，而去年同期則為約人民幣28,900,000元，減少約27.7%

或約人民幣8,000,000元。減少乃主要由於策略審閱本集團業務使員工成本減少所致。

融資成本

本集團的融資成本增加至回顧期間約人民幣39,800,000元，而去年同期則約為人民幣36,900,000元，增幅為人
民幣2,900,000元。應付Chance Talent Management Limited（「Chance Talent」）承兌票據1、承兌票據3及可換股
債券2的未償還本金分別約為40,000,000港元、120,000,000港元及6,667,000港元，已於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九
日到期。根據有關協議，未償還本金將產生違約利息，本公司應付的總金額應能使未償還本金產生每年22%內
部回報率。本集團的融資成本於回顧期內增加，主要是由於由此計算及產生的違約利息。

本公司已與Chance Talent進行商討，於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快達成和解。

所得稅開支

回顧期內，本集團的所得稅開支為約人民幣100,000元，較去年同期零元增加約人民幣100,000元。上述升幅與
應課稅溢利升幅一致。本集團的包裝業務及手遊業務均為合資格高新技術企業，並可享所得稅優惠稅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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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虧損

因以上所討論因素的綜合結果，本集團於回顧期內的虧損淨額為約人民幣51,900,000元，而去年同期則錄得虧
損淨額約人民幣63,300,000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基本上以內部資源及借款為業務運作提供資金。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人民幣
38,100,000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61,600,000元），主要以人民幣及港元計值。本集團借款總
額約為人民幣311,500,000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11,300,000元）。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
日，借款總額中的15.1%（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5.1%）以人民幣計值及借款總額中的84.9%（二零二
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4.9%）以港元計值。由於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錄得淨虧絀，本集團並無資
產負債率（按借款總額除以總權益計算）（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不適用）。

承兌票據1、承兌票據3及可換股債券2的未償還本金分別為40,000,000港元、120,000,000港元及6,666,667港
元，已於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九日到期，當中並無涉及贖回及違約，並已重新分類至借款。本公司一直與票據持
有人及可換股債券持有人進行商討，以就此事達成和解。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八日，尚未償還本金額為90,000,000港元的承兌票據4持有人將到期日延長至二零二二年六
月七日。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淨值約為人民幣406,900,000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流
動負債淨值約人民幣378,800,000元）。董事已審慎考慮未來流動性、本集團之表現及其可動用的財務資源，以
評估本集團能否償還未償還借貸，並達致日後之財務要求。若干措施已及將予實行，以管理流動性需要，並改
善財務狀況，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各項：

(i) 本集團正採取措施收緊成本控制，以取得來自經營的正現金流量；

(ii) 本集團正與其承兌票據持有人及可換股債券持有人進行磋商，就其借款進行重組及╱或再融資，並獲得
必要的融資以滿足本集團在不久將來的營運資金及財務需求；

(iii) 董事正考慮加強本公司資本基礎的各種替代方案，包括但不限於尋求新的投資及商業機會（製造醫療用
品）、就本公司新股份進行私人配售、公開發售或供股；

(iv) 本公司董事孫少華先生己表明願意向本集團提供財務支援，以使本集團能夠持續經營並在負債到期時結
清；及

(v) 本集團目前與其若干債務人重新磋商還款時間表，並盡力要求彼等根據與彼等商定之還款時間表償還貿
易應收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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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集團持續經營方面的不明朗因素，於綜合財務報表附註3詳述。儘管存在該等不確定性，惟董事會認為，
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綜合財務報表屬適當，且本公司各營運附屬公司有充足營運資金支持其自身營運。

存貨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存貨約為人民幣50,700,000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2,200,000元）。
存貨週轉天數約為82天（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0天）。

貿易應收款項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貿易應收款項為約人民幣90,300,000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71,900,000元）。貿易應收款項週轉天數約為127天（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1天）。

貿易應付款項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貿易應付款項為約人民幣16,900,000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32,200,000元）。貿易應付款項週轉天數約為27天（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5天）。

展望

儘管COVID-19的發展情況以及消費者信心及更廣泛經濟的現行貿易緊張局勢仍有待觀察，本集團在加強現有
業務的同時，亦將積極挖掘新機遇。

就包裝產品而言，策略上，本集團將繼續專注於高端包裝業務的市場機會，因其要求較高的技術，同時享有較
高利潤率。本集團亦將繼續努力提供增值服務，如結構設計及物流管理，以增強其市場地位。就手遊業務而
言，本集團將繼續採取謹慎態度及作出相應行動。

與此同時，本集團將善用營運成本，為未來發展機遇奠定堅實的基礎。

僱員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376名（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09名）全職僱員。本集團按員工
表現、經驗及現行行業慣例釐定員工薪酬。本集團提供具競爭力的薪酬待遇以留聘精英員工。薪酬待遇包括薪
金、醫療保險、酌情花紅、其他福利以及强制性公積金計劃（為香港僱員而設）及國家退休福利計劃（為中國僱
員而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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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外匯風險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經營業務，而其大多數業務交易以人民幣結算。本集團大部分資產及負債以人民幣計值。雖
然本集團可能承擔外匯風險，但董事會預期未來貨幣波動不會嚴重影響本集團的業務運作。回顧期內，本集團
並無採納正式的對沖政策，亦無使用工具作外匯對沖用途。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向股東派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無）。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本承擔為約人民幣60,000,000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
幣60,000,000元）。資本承擔涉及應付附屬公司的出資額。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或擔保。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抵押賬面值為約人民幣110,600,000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
幣112,000,000元）的若干資產作為本集團銀行借款的抵押品。

重大投資、有關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重大收購及出售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投資、有關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的重大收購或出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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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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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董事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的權益或淡倉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於本公司、其集團公司及╱或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並已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予備存的登
記冊內的權益或根據標準守則須另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擁有的好倉

董事姓名 身份 所持股份數目
股權 

概約百分比    

孫少華先生（附註） 受控制法團權益 408,000,000

實益擁有人 7,500,000 30.16%

附註：  該等股份以嶄亮有限公司（「嶄亮」）的名義登記，而嶄亮的全部已發行股本由鄭雪霞女士全資實益擁有。鄭女士為孫少華先生
的配偶。因此，孫先生被視為於鄭女士被視為擁有的全部股份中擁有權益。此外，孫先生持有7,500,000股股份。

於本報告日期，由於已採取步驟對股份強制執行抵押權益或持有作為抵押品之該等股份之權利，孫先生於嶄亮
持有的408,000,000股本公司股份之權益性質出現變動。自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九日起，Messrs Ernst & Young 

Ltd的蘇潔儀女士及Bailey Roy先生獲委任為嶄亮（清盤中）之聯席清盤人（「聯席清盤人」）。聯席清盤人已採取步
驟，強制執行嶄亮股份中的抵押權益或持有作為抵押品之該等股份之權利。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概無於本公司、其任何集團公司或
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任何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並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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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其他權益或淡倉（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被當作或
視為擁有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入該條所指的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
標準守則須予知會的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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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主要股東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就董事所知，下列人士╱實體（並非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股份或相
關股份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條文向本公司披露的權益或淡倉：

於本公司股份擁有的好倉

股東名稱 身份 附註 所持股份數目
股權 

概約百分比     

嶄亮（清盤中） 實益擁有人 1, 4 408,000,000 29.62%

鄭雪霞女士 受控制法團權益 1 408,000,000

配偶權益 2 7,500,000 30.16%

Wealthy Achievers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3 151,477,143 11.00%

彭冬苗先生 受控制法團權益 3 151,477,143 11.00%

附註：

1. 嶄亮乃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其全部已發行股本由鄭雪霞女士實益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鄭女士作為控股股東，
被視為於嶄亮擁有的全部股份中擁有權益。

2. 鄭女士為孫少華先生之妻子，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其被視為於孫少華先生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3. Wealthy Achievers Limited乃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其全部已發行股本由彭冬苗先生實益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彭
先生作為控股股東，被視為於Wealthy Achievers Limited擁有的全部股份中擁有權益。

4. Messrs Ernst & Young Ltd的蘇潔儀女士及Bailey Roy先生獲委任為聯席清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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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企業管治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守則條文，作為本公司的企業管治
守則。董事會確認，除下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
則。

本公司知悉，企業管治守則A.2.1條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職務應有所區分，而不應由同一人擔任。本公司並
未分開「行政總裁」一職。本集團主席陳宏才先生同時負責董事會的領導工作及實際運作，確保所有重大事宜均
由董事會以可行方式決定。董事會認為此架構將不會損害董事會及本公司管理層之間權力及權限的平衡。負責
不同職能的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層會互補主席的職務。董事會認為此架構可為本集團提供强大及一致的領導，
有助於切實高效地規劃及執行商業決策及策略，及確保創造股東利益。

於回顧期間，董事會組成低於上市規則第3.10(1)條及3.21項下的規定，直至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為止。自
該日起至迄今為止，本公司一直遵守該等規定。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的證券交易操守準則。經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均確認彼等於回顧期
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並根據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守則的規定制定其書面職權範圍。

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其中包括）就委任、續聘及辭退外聘核數師向董事會提出建議、審閱財務報表、就財
務申報提供重要意見以及監督本公司的內部監控程序。於本報告日期，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
成，即方志祥先生（主席）、吳平先生及伍毓錕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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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並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核，但已由審核
委員會審閱。審核委員會認為，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乃根據適用會計準則、規則及
規例而編製，並已妥為作出合適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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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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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4 128,165 90,505
銷售成本 (111,230) (73,167) 

毛利 16,935 17,338
其他收入 5 478 511
其他收益 6 95 602
銷售及分銷開支 (8,656) (7,790)
行政開支 (20,865) (28,904)
無形資產攤銷 — (4,517)
撥回就按攤銷成本列賬的金融資產確認預期信貸 
虧損撥備，淨額 — 7
長期預付款項減值 — (3,727) 

經營虧損 (12,013) (26,480)
融資成本 8 (39,781) (36,851) 

除稅前虧損 7 (51,794) (63,331)
所得稅開支 9 (118) — 

期間虧損 (51,912) (63,331) 

期間其他全面虧損（已扣除稅項）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9,364) (7,794) 

期間其他全面（虧損）╱收益（已扣除稅項） (9,364) (7,794) 

期間全面虧損總額（已扣除稅項） (61,276) (71,12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51,912) (63,33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全面虧損總額 (61,276) (71,12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基本（人民幣分） 11 3.77 (4.60) 

－攤薄（人民幣分） 11 3.77 (4.60) 



15 移動互聯（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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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 184,639 199,688

使用權資產 4,831 2,209 

189,470 201,897 

流動資產
存貨 50,697 52,240

貿易應收款項 13 90,321 71,87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3,553 16,224

現金及銀行結餘 38,144 61,646 

192,715 201,987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票據應付款項、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4 287,145 268,648

借款 15 311,537 311,304

租賃負債 877 461

合約負債 16 — 60

應付稅項 — 334 

599,559 580,807 

流動負債淨值 (406,884) (378,82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17,374) (176,923)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2,769 672 

負債淨值 (220,143) (177,595)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7 11,161 11,161

儲備 (231,304) (188,756) 

資本虧絀 (220,143) (177,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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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儲備 

股本 股份溢價 法定儲備 其他儲備 匯兌儲備 累計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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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11,161 611,286 50,473 15,901 (15,351) (642,280) 31,190

期間虧損 — — — — — (63,331) (63,331)
期間其他全面虧損 — — — — (7,794) — (7,794)

期間全面虧損總額 — — — — (7,794) (63,331) (71,125)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1,161 611,286 50,473 15,901 (23,145) (705,611) (39,935)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11,161 611,286 50,473 18,130 12,502 (881,147) (177,595)

期間虧損 — — — — — (51,912) (51,912)
期間其他全面虧損 — — — — 9,364 — 9,364

期間全面虧損總額 — — — — 9,364 (51,912) (42,548)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1,161 611,286 50,473 18,130 21,866 (933,059) (22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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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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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
經營活動所用現金 (24,567) (47,246)

已付中國稅項 (452) — 

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25,019) (47,246) 

投資活動
已收利息 48 215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 (55,63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 86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48 (55,337) 

融資活動
租賃負債款項 (547) (749)

借款所得款項 12,000 49,829

償還借款 (12,003) (48,030)

已付銀行借款利息 (1,186) (1,768)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1,736) (71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26,707) (103,301)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1,646 179,071

匯率變動對手持外幣現金結餘的影響 3,205 825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8,144 76,59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38,144 76,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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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
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應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本公司二零二零年
年度報告（「二零二零年年報」）中所載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一併
閱讀。

除另行列明者外，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人民幣（「人民幣」）列值，並四捨五入至最近千元（人
民幣千元）。人民幣為本公司的呈報貨幣及本集團主要營運附屬公司的功能貨幣。本公司的功能貨幣為港
元。董事認為選取人民幣作為呈報貨幣最為符合股東及投資者的需要。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已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獲授權刊發。

 持續經營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產生虧損淨額約人民幣51,912,000元，且截至當日，本集
團流動負債超出其流動資產約人民幣406,844,000元。

鑑於以上情況，本公司董事已審慎考慮本集團之未來流動資金及財務狀況以及其可動用的融資來源，以
評估本集團會否有充足的財務資源以持續經營。本集團已實行若干計劃及措施，以緩解流動資金狀況，
並改善本集團財務狀況，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各項：

(i) 本集團正採取措施收緊成本控制，以取得來自經營的正現金流量；

(ii) 本集團正與其承兌票據持有人及可換股債券持有人進行磋商，就其借款進行重組及╱或再融資，並
獲得必要的融資以滿足本集團在不久將來的營運資金及財務需求；

(iii) 董事正考慮加強本公司資本基礎的各種替代方案，包括但不限於尋求新的投資及商業機會（製造醫
療用品）、就本公司新股份進行私人配售、公開發售或供股等；

(iv) 本公司主要股東嶄亮有限公司及Weathy Achievers Limited願意向本集團提供財務支持，以使本集團
能夠持續經營並在負債到期時結清；及

(v) 本集團現正在與其若干債務人重新磋商還款時間表，並努力要求彼等按照與彼等協定的還款時間表
償還貿易應收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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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續）

 持續經營（續）

經考慮上述計劃及措施，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將有足夠的營運資金撥支營運，並於自批准綜合財務
報表日期起計十二個月內期間履行到期的財務責任。因此，本公司董事信納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綜合財
務報表實屬恰當。

儘管如此，由於上述計劃及措施正在執行中，本集團管理層是否能夠實現上述計劃及措施存在重大不確
定性。本集團是否能夠持續經營取決於本集團能否償還、重續承兌票據及可換股債券或延長其到期日，
產生足夠的融資及經營現金流量。

倘持續經營的假設並不合適，則可能需要進行調整以反映資產或須變現的情況，而非目前列賬於綜合財
務狀況表中的金額。此外，本集團或須就可能產生的其他負債計提撥備，並將非流動資產及負債重新分
類為流動資產及負債。該等調整的影響並未反映於綜合財務報表中。

2. 會計政策變動

 概覽

編製財務報表時所採納的會計政策，與本公司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綜合財務報
表所應用者貫徹一致，並已加入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於本集團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務期間生
效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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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3. 經營分部

本集團經營兩個經營分部，即銷售紙製包裝產品及開發、分銷及經營手遊產品。主要經營決策者根據期
內整體業務業績綜合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

所呈報分部收入指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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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分部收入及業績

以下為本集團按可呈報經營分部劃分的營業額及業績分析：

紙製包裝產品 開發、分銷及經營手遊產品 綜合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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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127,596 83,003 569 7,502 128,165 90,505   

分部業績 (3,613) (7,924) (4,821) (13,387) (8,434) (21,311)  

未分配企業開支 (4,992) (6,953)

未分配融資成本 (38,368) (35,067) 

除稅前虧損 (51,794) (63,331)

所得稅開支 (118) — 

期間虧損 (51,912) (63,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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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3. 經營分部（續）

 分部收入及業績（續）

以下為本集團按可呈報經營分部劃分的資產及負債分析：

紙製包裝產品 開發、分銷及經營手遊產品 綜合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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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分部資產 374,594 391,544 6,989 11,789 381,583 403,333

未分配企業資產 602 551 

總資產 382,185 403,884 

分部負債 69,636 85,392 13,752 13,730 83,388 99,122

未分配企業負債 518,940 482,357 

總負債 602,328 581,479 

本公司及若干暫無營業的公司的資產未被視為須向主要經營決策者報告的分部資產，原因為有關資產由
中央財資部門管理。

本公司及若干暫無營業的公司的負債未被視為須向主要經營決策者報告的分部負債，原因為有關負債由
中央財資部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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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3. 經營分部（續）

 其他分部資料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紙製包裝產品
開發、分銷及
經營手遊產品 未分配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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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5,048) — — (15,048)

使用權資產折舊 (30) (308) — (338)

融資成本 (1,281) (130) (38,369) (39,780)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紙製包裝產品
開發、分銷及
經營手遊產品 未分配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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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開支 (24,344) — (31,294) (55,638)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1,228) (8) (158) (11,394)

使用權資產折舊 (30) (329) (390) (749)

無形資產攤銷 — (4,517) — (4,517)

撥回就按攤銷成本列賬的金融資產
確認預期信貸虧損撥備，淨額 — 7 — 7

融資成本 (1,749) (35) (35,067) (36,851)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所有收入皆來自中國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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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4. 收入

收入指已售貨品的已收及應收款項淨額（已扣除折扣及並無計入增值稅）、已收服務費及佣金以及遊戲虛
擬物品銷售額。

按主要產品或服務及確認時間劃分客戶收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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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於某一時點確認：
銷售紙製包裝產品 127,596 83,003

收入於一段時間內確認：
開發、分銷及經營手遊產品 569 7,502 

128,165 90,505 

5. 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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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銷售剩餘材料 430 296

銀行利息收入 48 215 

478 511 

6. 其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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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政府補貼 85 287

租金寬免 — 288

雜項收益 10 27 

95 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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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7.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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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員工成本：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薪酬）
工資及薪金 18,012 26,863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2,345 832 

20,357 27,695 

其他項目：
已售存貨成本 111,130 7,703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5,048 11,394

使用權資產折舊 338 749

無形資產攤銷 — 4,517

研發成本 150 619 

8. 融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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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借款的利息開支 39,661 36,827

租賃負債的利息開支 120 24 

39,781 36,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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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9. 所得稅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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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國企業所得稅
－即期稅項 118 — 

於損益內確認的所得稅總額 118 —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香港立法會通過《二零一七年稅務（修訂）（第7號）條例草案》(「該條例草案」)

引入利得稅兩級制。該條例草案已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簽署成為法律並於翌日刊憲。根據利得稅
兩級制，符合資格的集團實體首2,000,000港元的溢利的稅率為8.25%，而超過2,000,000港元的溢利的稅
率為16.5%。由於本集團於香港的業務並無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國附屬公司須按25%稅率（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25%）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根據中國有關法律及法規，鴻聖（江西）彩印包裝實業有限公司（「鴻
聖」）於二零一四年八月符合資格成為高新技術企業，有權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享有減免企業所得稅稅率15%。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鴻聖重續高新技術企
業資格，並可享有減免稅率15%，直至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為止。

根據中國政府機關發出的多份審批文件，冰河（廈門）信息技術有限公司符合資格成為高新技術企業，有
權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享有減免企業所得稅稅率15%。

10.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股息（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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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1.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基於以下數據計算：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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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計算每股虧損所依據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51,912) (63,331) 

 股份數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377,497,662 1,377,497,662 

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除以期內
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在計算每股攤薄虧損時，並無假設本公司尚未轉換的
可換股債券獲轉換及行使購股權的影響，原因為此舉將會對每股虧損產生反攤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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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2. 物業、廠房及設備

機器
電腦及 

辦公室設備 汽車 樓宇
租賃 

物業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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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成本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254,793 1,463 168 71,285 44,615 372,324

匯兌調整 — — — — (4) (4)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254,793 1,463 168 71,285 44,611 372,320

累計折舊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116,585 946 130 27,853 27,122 172,636

年內折舊 9,609 72 4 1,693 3,670 15,048
匯兌調整 — — — — (3) (3)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26,194 1,018 134 29,546 30,789 187,681

賬面淨值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28,599 445 34 41,739 13,822 184,639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138,208 517 38 43,432 17,493 199,688

 已予抵押作為抵押品的資產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賬面值約人民幣70,704,000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71,821,000

元）之機器（附註18）已予抵押，作為本集團獲授銀行借款（附註15）的抵押品。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賬面值約人民幣37,851,000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8,107,000

元）（附註18）的樓宇已予抵押，作為本集團獲授銀行借款（附註15）的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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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3. 貿易應收款項

以下為按發票日期呈列的貿易應收款項賬齡分析。以下分析已扣除預期信貸虧損撥備╱撥備撥回：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天 26,953 22,228

31至60天 25,382 20,686

61至90天 22,874 17,239

91至180天 11,688 11,724

181至365天 3,424 — 

90,321 71,877 

本集團給予客戶的平均信貸期為60至150天。在釐定貿易應收款項是否可收回時，本集團考慮由初始授
出信貸當日起至報告期末期間，有關貿易應收款項的信貸質素有否出現任何變動。由於客戶層面廣泛及
並無關連，故此信貸集中風險有限。貿易應收款項的預期信貸虧損撥備乃根據估計不可收回金額予以確
認，而估計不可收回金額乃經參考對手方過往違約經驗及就對手方當前財務狀況所作分析釐定。

本公司概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他信貸增強措施。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已逾期但未減值的貿易應收款項約為人民幣2,456,000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零）。

14. 貿易應付款項、票據應付款項、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16,889 32,223

應計費用 32,939 34,559

應付利息 228,923 193,219

其他應付款項 8,394 8,647 

287,145 268,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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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4. 貿易應付款項、票據應付款項、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續）

根據發票日期作出的貿易應付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天 6,134 17,390

31至60天 10,755 14,833 

16,889 32,223 

供應商給予的平均信貸期為60天。本公司設有財務風險管理政策，以確保所有應付款項均於信貸期內支
付。

15. 借款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有抵押銀行借款 — 須於一年內償還 44,000 44,000

無抵押銀行借款 — 載有按要求償還條款 2,910 2,940

有抵押其他借款 — 按要求償還 138,538 140,255

無抵押其他借款須於一年內償還 126,089 124,109 

311,537 311,304 

所有銀行借款均以人民幣計值。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銀行借款以本
集團持有的若干物業及廠房及設備（見附註12）以及若干使用權資產作抵押。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借款包括與逾期承兌票據及可換股債券有關的款項，分別約為人民幣
132,997,000元及人民幣5,541,000元（相當於約160,000,000港元及6,667,000港元），均按違約年利率22%
計息及與逾期承兌票據4有關的款項約人民幣74,811,000元（相等於約90,000,000港元），按年利率7%計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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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5. 借款（續）

借款的實際利率（相等於合約利率）範圍如下：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固定利率－銀行借款 5.0%至10.2% 5.0%至10.2%
固定利率－其他借款 7.0%至22.0% 7.0%至22.0% 

16. 合約負債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合約負債 — 60 

17.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千股 千港元

法定：
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 8,000,000 80,000

股份數目 股本
千股 千港元 人民幣千元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二一年
一月一日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每股
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 1,377,498 13,775 11,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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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8. 已抵押資產

以下賬面值的資產已予抵押，作為本集團銀行借款（附註15）的抵押品。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機器（附註12） 70,704 71,821

樓宇（附註12） 37,851 38,107

使用權資產 2,043 2,075 

110,598 112,003 

19. 重大關聯方交易

除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其他部分所披露者外，本集團訂立了下列關聯方交易，而本公司董事
認為，該等交易乃於本集團日常業務過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酬金（包括董事薪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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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袍金 82 109

其他薪酬：
薪金、津貼及實物利益 2,509 5,610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5 40 

總計 2,606 5,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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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9. 重大關聯方交易（續）

關聯方名稱 關係 交易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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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鴻聖信息科技（廈門） 
有限責任公司

一名董事控制的公司 辦公室物業租金開支 105 58

辦公室物業租金寬免
收入

— 288

彭冬苗先生（附註1） 主要股東 借款利息開支 2,613 2,823

附註：

(1) 在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進行業務合併後，本公司發行代價股份及承兌票據2予彭冬苗先生，作為收購
Cable King Limited全部股權的代價。彭冬苗先生成為本公司的主要股東。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借
款利息開支約為人民幣2,613,000元（相當於約3,124,000港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彭冬苗先生持
有的承兌票據2及承兌票據4已產生的借款利息開支為約人民幣2,823,000元（相當於約3,116,000港元）。承兌票據2已於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贖回，而承兌票據4已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重新分類至借款。

20. 承擔

 資本承擔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批准及訂約的應付附屬公司出資額 60,000 6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