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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雄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
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與聯營公司（「本
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
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

財務摘要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
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60,8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

75,1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19%。本集團

於本期間之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約

為46,5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22,400,000港元）。

本期間之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增加

主要由於 (i)分佔聯營公司之業績減少約43,300,000

港元；及 (ii)銷售收入減少約14,300,000港元。然而，

該收入減少被(i)銷售成本減少約8,200,000港元；及(ii)

銷售及行政費用減少約29,300,000港元所抵銷。本

期間每股基本（虧損）╱盈利為 (0.46)港仙（二零一九

年：(0.23)港仙）。董事會已議決不會就本期間派發

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一九年：無）。

業務及營運回顧
分類資料分析
於本期間，本集團有五大可呈報分類，即「玩具及

禮品製造及銷售」、「天然資源勘探」、「水果種植」、

「休閒」及「文化」。

本集團可呈報分類指提供不同產品及服務之策略性

業務板塊，並因各業務之不同經濟特徵而分開管理。

玩具及禮品製造及銷售
由於2019冠狀病毒病及中美局勢緊張，於本中期期

間，裝造及銷售玩具及禮品行業的整體市場環境不

佳。受2019冠狀病毒病影響，工廠關閉及地方政府

鼓勵人們待在家中，導致本年第一季度銷售額不

佳。然而，其後隨著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受到遏

制，政府允許重開工廠並為零售市場提供支持，銷

售額於本年度第二季度表現強勁。

本期間玩具及禮品業務之營業額約為60,800,000港

元（二零一九年：75,100,000港元）。本期間毛利率為

35.0%（二零一九年：36.5%）。毛利率減少乃主要由

於本集團於本期間材料成本增加所致。玩具及禮品

製造及銷售之分類虧損約為3,000,000港元（二零

一九年：分類虧損為12,000,000港元）。

天然資源勘探
本集團擁有均位於中國內蒙古自治區（「內蒙古」）之
巴彥呼碩煤田與古爾班哈達煤礦之勘探權，根據

JORC守則計算之估計煤炭資源總量約為500,050,000

噸如下：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五日，通過代理「福建省廣

業拍賣有限公司」於公開市場拍賣出售內蒙古銘潤

峰能源有限公司（中國）的80%股權及內蒙古潤恒礦

業有限責任公司（中國）（統稱出售集團）的80%股權

已完成。出售集團之出售所得款項為人民幣

15,000,000元。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金融資產（即內蒙古銘

潤峰能源有限公司（中國）的20%股權及內蒙古潤恒

礦業有限責任公司（中國）的20%股權）的公平值的

賬面值約為3,435,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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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三日，Trinity Force 

Investments Limited已完成與賣方訂立的有關

進一步收購一間薩摩亞獨立國（「薩摩亞」）諾
麗果種植相關企業的28%實際股權之買賣協議

載列的所有條件並合共擁有USO的47%股權。

由於無形資產攤銷，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應佔虧損為46,000,000

港元。更多詳細請參閱本集團之二零一九年年

報附註21(e)。

休閒
(a) 茶葉相關業務

自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一月收購福建鈺國茶業

有限公司（「福建鈺國」，一間於中國福建省註
冊成立之有限公司，主要從事於中國分銷茶相

關產品）33%股權以來，福建鈺國的業務持續

產生盈利。

近年來，茶行業的競爭愈加激烈，此乃由於傳

統銷售模式正面臨在線業務平台銷售的激烈競

爭。於本期間，福建鈺國已開始調整其業務模

式以滿足客戶需求，包括但不限於向部分客戶

提供更具吸引力的條款，以加強其市場競爭

力。

水果種植
(a) 眾樂集團

眾樂發展有限公司（本集團已收購其40%股本

權益，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眾樂集團」）之
主要業務為就一幅位於中國江西省撫州市南豐

縣地盤面積合共約1,700中國畝之林地（「林地」）
持有林地經營權。眾樂集團已根據合作協議就

於林地經營蜜桔種植業務以賺取固定專利權收

入委任一名獨立第三方，由二零一三年四月一

日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期五年。新

的合作協議已於二零一八年年初簽署，自二零

一八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續期三年，每年專利權收入為約35,500,000港

元。

(b) USO Management & Holding Co. Ltd

本 公 司 之 間 接 全 資 附 屬 公 司Trinity Force 

Investments Limited就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十

月五日收購USO Management & Holding Co. Ltd.

（「USO」）19%股權與翠荗集團投資有限公司

（「賣方」）訂立買賣協議。USO已與薩摩亞薩瓦

伊Sasina面積約500英畝之優質農業物業（「租
賃物業」）的擁有人薩瓦伊Sasina村族長 (the Alii 

and Faipule)（「Sasina村族長」）訂立一份租賃協
議，據此，Sasina村族長授予USO可使用其租

賃物業為期90加30年（合共120年）之法律權

利，以使USO發展諾麗果種植業務，年度租賃

款項為120,000美元（相當於約936,000港元）。

與薩摩亞自然資源與環境部的正式租賃協議於

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九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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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酒類相關業務
自二零一六年年底以來，本集團已投資於黃酒

基酒。鑑於近期營運資金的不足，本集團已採

取策略物色潛在合作方以製造及分銷黃酒產

品。於二零一八年一月十五日，本集團與安徽

省福老酒業發展有限公司（「安徽福老」）（於中
國成立之有限公司，賣方擁有80%權益）的賣

方訂立買賣協議。根據買賣協議，本集團同意

收購及安徽福老的賣方同意出售賣方持有的安

徽福老的20%股權，代價為人民幣84,000,000

元（相當於約101,000,000港元）。收購已於二零

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完成。因此，已根據買賣

協議條款及條件向賣方配發及發行1,010,000,000

股每股價格0.10港元的代價股份（約101,000,000

港元）。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

零一八年一月十五日、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八

日、二零一八年四月十七日、二零一八年五月

十八日及二零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之公佈。

(c) 境外旅遊
就本集團於鷹揚集團（主要從事中國境外旅遊

相關業務）之20%股權而言，鷹揚集團之業務

發展較預期緩慢。根據董事會知悉之資料，鷹

揚集團尚未根據由本集團與鷹揚集團賣方訂立

的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之補充股東

協議所預定之業務計劃安排任何境外旅遊團。

本集團已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向賣方發

出通知，以解除與賣方所訂立之各份協議（「解
除協議」），理由為賣方及其代表所作的欺詐性
虛假陳述。因此，董事會認為，截至二零一六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須就投資減值作出

全數撥備約117,800,000港元。

本集團已就解除協議與其法律顧問進行討論並

指示其向鷹揚集團的賣方採取進一步法律行

動。本集團將於及當適當時就解除協議的最新

事態發展進一步刊發公佈。

就解除承兌票據產生之或然收益將約為

92,000,000港元。更多詳情請參閱本集團之二

零一九年年報附註47。

文化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本集團以總代價

38,000,000港元收購若干景德鎮當代陶瓷作品（包括

瓷瓶及瓷板）。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本集團確認撇減該等陶瓷作品約25,000,000

港元。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此批陶瓷作品之

賬面值為零港元（扣除撇減撥備約25,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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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採用資本負債比率監察資本，而有關比率為

本集團的淨債務（包括應付貿易賬項、應計費用及

其他應付款項、應付所得稅、承兌票據及融資租賃

承擔及借貸減銀行及現金結餘）除以其總權益。本

集團的政策為將資本負債比率保持在合理水平。本

集團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資本負債比率為

159.5%（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9.5%）。

由於本集團大部分交易及借貸均以港元、美元及人

民幣計值，故本集團所承受的外匯風險相對較低，

及本集團於本期間並無使用任何金融工具作對沖用

途。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將所持賬面總值

約71,9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81,400,000港元）之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及投資物

業作為本集團所獲得的一般銀行融資之抵押。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資本承

擔（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

債（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銷售及分銷成本
本期間銷售及分銷成本約為8,700,000港元，較去年

同期約11,500,000港元減少約24%。該減少乃主要由

於本期間內銷售佣金、補償金及廣告及推廣開支減

少約700,000港元所致。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現金流量以及香港及中國往來銀

行所提供的信貸為其業務提供營運資金。於二零二

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銀行及現金結餘約

14,5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18,500,000港元）。本集團的銀行及現金結餘大部分

以港元及人民幣持有。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借貸約為

47,5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55,500,000港元）。本集團的借貸主要以港元及人民

幣計值。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承兌票據合共約

為276,7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約270,500,000港元）。本集團承兌票據乃以港元計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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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之業務前景及未來計劃
本集團一直不斷檢討其業務，開拓其他具盈利潛力

之投資機會，致力擴展其現有業務並同時多元化業

務及收入基礎，為本集團及股東帶來最大之整體利

益。例如：(a)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一日，本公司全

資附屬公司福建綠森農業科技有限公司（「買方」）與
Sheen World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賣方」）就
可能收購銷售權益（相當於湖北金草堂藥業有限公

司（「目標公司」）全部股權的51%）之共同意向訂立

不具法律約束力的諒解備忘錄；(b)於二零二零年三

月十日，本公司與北京中軍金控致遠科技發展合夥

企業（有限合夥）（「賣方」）就本公司（或其全資附屬
公司）可能向賣方收購上海中軍哈工大企業發展有

限公司（「目標公司」）若干股權之共同意向訂立諒解
備忘錄。然而，由於中國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本

公司預期將無法於獨家期內完成對目標公司的盡職

審查，而各方將會於疫情結束後就合作之新條款進

行磋商；(c)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五日，福建綠森農

業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與吳叢笑博

士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合營公司（「合
營公司」）經營5G數據儲能、新能源產品（鋰電池）

等業務事項訂立不具法律約束力的諒解備忘錄；(d)

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九日，本公司與中商華夏資

產管理有限公司（「賣方」）就本公司（或其全資附屬

公司）可能向賣方收購中商富樂建設有限公司（「目
標公司」）若干股本權益之共同意向訂立不具法律約
束力的諒解備忘錄。

資本架構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的資本架構由

10,190,381,596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組成。

除已發行普通股外，本公司之已發行資本工具包括

可認購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二零一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購股權尚未行使。於二零

一三年五月三十一日獲本公司股東批准的計劃期限

為十年之本公司購股權計劃將於二零二三年五月

三十日屆滿。

僱傭、培訓及發展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聘有362名僱

員（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79名僱員）。本

集團向來以人為本，與屬下僱員一直保持融洽工作

關係，並致力為員工提供培訓及發展機會。本集團

薪酬福利制度維持於具競爭力水平，並定期加以檢

討，亦會根據個別僱員之表現評估及行業慣例向僱

員發放花紅及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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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致力在企業管治方面達致卓越水準。於本期

間，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企業管治守則

及企業管治報告」內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一切適用

守則條文，惟偏離下文所述的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

條文第A.6.7條除外。

守則條文第A.6.7條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A.6.7條，獨立非執

行董事應出席股東大會。然而，獨立非執行董事江

俊榮先生及王小寧先生因於相同時間有其他重要交

易處理而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上市發行人董事進

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

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其本身有
關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經向本公

司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均確認，彼等於

本期間內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協助董事會履行職責，確保財務申報程

序、風險管理、內部監控及合規制度行之有效，並

達致其外部財務報告之目標。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由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江俊榮先生、王小寧先生及

鄭皓安先生組成。審核委員會委員已審閱本集團於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

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中期報告。



企業管治
及其他資料

09 2020年中期報告

董事於股份之權益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已知

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短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該等條文彼等被視為或當作擁有之權益及短

倉），或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登記於該條例提述之登記冊之權益及短倉，或須根據標準守則規

定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短倉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之長倉

董事姓名
所持股份或

相關股份數目

身份

股權概約
百分比

 

受控制法團
權益

18歲以下子女
或配偶權益 實益擁有人

      

張啟軍 670,000 – – 670,000 0.01%

鄭皓安 170,000 – – 170,000 0.01%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概無

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

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已知會本公司及聯

交所之任何權益或短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該等條文彼等被視為或當作擁有之權益及短倉），

或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登記於該條例提

述之登記冊之任何權益或短倉，或須根據上市規則

中之標準守則規定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

或短倉。

董事購買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除上文「董事於股份之權益」一段所披露者外，於

本期間內任何時間，概無向任何董事或彼等各自之

配偶或18歲以下之子女授出可透過購入本公司之股

份或債券而獲取利益之權利；彼等亦概無行使任何

該等權利；本公司、其控股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

亦概無訂立任何安排，以致董事可於任何其他法人

團體購入該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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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4 60,806 75,137

銷售成本 (39,524) (47,747)
    

毛利 21,282 27,390

其他收入 1,396 1,333

銷售及分銷成本 (8,736) (11,520)

行政費用 (27,522) (53,995)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2,331) 224

財務成本 (15,772) (11,920)

出售附屬公司產生的收益 14 – 37,535

分佔聯營公司之業績 (14,722) 28,534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46,405) 17,581

所得稅開支 5 (459) (333)
    

期內（虧損）╱溢利 6 (46,864) 17,248
    

應佔（虧損）╱溢利：
 —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46,549) 22,374

 — 非控股權益 (315) (5,126)
    

(46,864) 17,248
    

港仙 港仙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 8 (0.46)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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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虧損）╱溢利 (46,864) 17,248
   

其他全面（虧損）╱收入：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11,122) 13,127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收入，除稅後 (11,122) 13,127
   

期內全面（虧損）╱收入總額 (57,986) 30,375
   

應佔全面（虧損）╱收入總額：
 —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57,671) 35,501

 — 非控股權益 (315) (5,126)
   

(57,986) 30,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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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59,826 69,272

使用權資產 3,917 4,979

投資物業 12,077 12,170

其他無形資產 994 1,000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10 568,479 576,060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金融資產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金融資產」） 3,435 3,435

遞延所得稅資產 194 182
    

648,922 667,098
    

流動資產
存貨 23,664 24,000

應收貿易賬項及應收票據 11 35,784 37,099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85,867 81,157

銀行結餘及現金 14,544 18,519
    

159,859 160,775
    

總資產 808,781 827,873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項 12 7,295 7,469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44,223 141,785

應付所得稅 1,087 961

承兌票據 276,676 270,538

租賃負債 1,533 1,533

借貸 47,522 55,503
   55,503

478,336 477,789
    

流動負債淨值 (318,477) (317,01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30,445 35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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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15,267 14,920

融資租賃承擔 3,457 3,457
    

18,724 18,377
    

資產淨值 311,721 331,707
    

股權
股本 13 1,019,039 981,039

儲備 (712,412) (654,74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股權 306,627 326,298

非控股權益 5,094 5,409
    

總股權 311,721 33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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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法定儲備 繳入盈餘
外幣換算

儲備
股份支付

儲備
物業重估

儲備

按公平值
計入其他

全面收入的
金融資產的
公平值儲備 累計虧損 總額 非控股權益 總股權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811,039 1,451,892 4,375 303 72,188 9,219 62,288 58,818 (2,130,327) 339,795 5,797 345,592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13,127 – – – 22,374 35,501 (5,126) 30,375
發行代價股份 178,000 – – – – – – – – 178,000 – 178,000
出售附屬公司 – – – – (24,651) – – – – (24,651) – (24,651)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989,039 1,451,892 4,375 303 60,664 9,219 62,288 58,818 (2,107,953) 528,645 671 529,316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981,039 1,597,444 2,961 303 42,863 – 64,501 58,818 (2,421,631) 326,298 5,409 331,707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 – – (11,122) – – – (46,549) (57,671) (315) (57,986)
發行代價股份 38,000 – – – – – – – – 38,000 – 38,000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019,039 1,597,444 2,961 303 31,741 – 64,501 58,818 (2,468,180) 306,627 5,094 31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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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現金流出淨額 (11,986) (72,434)

投資業務現金流出淨額 (720) (210,675)

融資業務現金流入淨額 8,975 269,235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減少淨額 (3,731) (13,874)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8,519 21,818

外幣匯率變動影響 (244) (196)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4,544 7,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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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是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並根據百慕達一九八一年公司法於百慕達存續之獲豁免有限公司。

其註冊辦事處之地址為Continental Buildings, 25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12, Bermuda。其主要營業地

點之地址為香港灣仔駱克道315–321號駱基中心20樓E室。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主板上市。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玩具及禮品製造及銷售、天然資源勘探以及於水果種植、休閒及文化等各種具

潛力業務之投資。

除另有指明者外，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以千港元（千港元）呈列。此等未經審核簡明

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三十一日獲董事會批准刊發。

2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
此等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

報表應連同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二零一九年年報」）一併閱讀，
有關全年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持續經營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超過其流動資產約318,477,000港元。此等狀況顯示存

在可能對本集團持續經營之能力構成重大疑問之一項重大不明朗因素，故本集團未必能在其正常業

務過程中變現其資產及解除其負債。

為改善本集團財務狀況，本公司董事採取下列多項措施：

(1) 本集團正就獲取充足新增借貸與金融機構磋商；

(2) 本集團正就延長還款期限與其債權人磋商；

(3) 本集團正積極考慮透過開展籌資活動以籌集新資金，該等活動包括但不限於供股、公開發售、

配售新股及發行可換股債券；及

(4) 本公司一名股東已同意為本集團提供充足的資金，以助其償還到期的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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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續）
持續經營（續）
經考慮上述措施，本公司董事有關本集團營運資金充足性之觀點與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九日

之二零一九年年報所述者一致。因此，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

本集團能否成功採取上述措施，須受制於各種因素，當中包括但不限於本集團未來營運表現、市況、

本集團發行新股以為現時及未來經營及投資業務提供資金之能力及其他因素，其中許多超出本集團

之控制且無法準確預測。倘日後無法獲得充足資金以滿足本集團之需求，或無法以可接受商業條款

獲得再融資，甚至根本無法獲得再融資，則本集團可能無法於到期時償還借貸（尤其是短期借貸）。

此等狀況顯示存在可能對本集團持續經營之能力構成重大疑問之一項重大不明朗因素。倘本集團無

法持續經營，則須作出相關調整，將本集團資產之賬面值調低至其可收回金額，為可能產生之財務

負債作出撥備，並將非流動資產及非流動負債分別重新歸類為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未經審核簡明

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並無載列任何此等調整。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
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之

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並不包括於編製財務報表時規定之所有資料及披露，且應與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覽。

除投資物業、計入物業、廠房及設備之租賃土地及樓宇、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以及衍生金

融工具按公平值計量外，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慣例編製。除下文所述者

外，編製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編製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本集團已就本期間之財務資料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

頒佈之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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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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續）
持續經營（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業務之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與新型冠狀病毒相關之租金優惠（提早採納）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 重大之定義

採納該等經修訂會計準則對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3 估計
管理層編製中期財務報表須作出影響會計政策應用以及資產及負債、收入及開支之呈報金額之判斷、

估計及假設。實際結果可能與此等估計不同。

編製此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時，管理層於應用本集團之會計政策時所作之重大判斷及估計不明

朗因素之主要來源與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所應用者相同。

4 分類資料
本集團有以下五大可呈報分類：

勘探 — 天然資源勘探

玩具及禮品 — 玩具及禮品製造及銷售

水果種植 — 透過本集團聯營公司投資水果種植相關業務

休閒 — 透過本集團之聯營公司或附屬公司投資中國境外旅遊及茶葉產品相關業務

文化 — 投資文化項目

本集團可呈報分類指提供不同產品及服務之策略性業務板塊，並根據各業務之不同經濟特點而分開

管理。

分類業績不包括公司財務成本及其他公司收入及開支。分類資產並不包括公司層面的資產。分類負

債不包括公司層面的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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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續）
(a) 有關可呈報分類之收益、業績、資產及負債的資料：

勘探 玩具及禮品 水果種植 休閒 文化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來自外界客戶收益 – 60,806 – – – 60,806
 分類溢利╱（虧損） 11,352 (3,035) (23,986) (104) – (15,773)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來自外界客戶收益 – 75,137 – – – 75,137
 分類溢利╱（虧損） 37,535 (12,022) 28,325 (912) – 52,926
       

總資產：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3,356 153,774 440,622 190,615 10,091 798,458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3,436 167,742 451,047 195,111 – 817,336
       

總負債：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 (42,960) (2,998) (1) – (45,959)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 (56,859) (3,073) (1) – (59,933)
       

(b) 可呈報分類業績及總資產對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業績對賬：
可呈報分類（虧損）╱溢利總額 (15,773) 52,926
未分配金額：

 公司財務成本 (15,462) (11,446)
 其他公司收入及開支 (15,629) (24,232)
   

期內（虧損）╱溢利 (46,864) 17,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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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續）
(b) 可呈報分類業績及總資產對賬：（續）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資產對賬：
可呈報分類總資產 798,458 817,336
未分配公司資產 10,323 10,537
   

總資產 808,781 827,873
   

5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已根據年內香港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二零一九年：16.5%）作出撥備。海外溢利
稅項已按本集團經營所在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以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海外 459 333
   

遞延所得稅 – –
   

所得稅開支 459 333
   



簡明綜合中期
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1 2020年中期報告

6 期內（虧損）╱溢利
本集團期內（虧損）╱溢利經扣除以下各項後達致：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982 1,209

使用權資產折舊 1,025 2,725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花紅及津貼 18,928 27,165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291 978

法律及專業費用 1,993 6,139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借貸之利息開支 15,772 11,920
   

7 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不會就本期間派發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一九年：無）。

8 每股（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按期內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約(46,549,000)港元（二零一九年：

22,374,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10,123,140,217股（二零一九年：9,612,039,055股）計

算。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普通股之平均市價低於尚未

行使購股權之行使價。因此，並無就購股權之影響調整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以計算每股攤薄虧損。

9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已收購約72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850,000港元）之物業、廠房及設備。



簡明綜合中期
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僑雄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22

10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金融資產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非上市投資

— 股本證券 3,435 3,435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非上市股本投資指本集團於出售組別之剩

餘20%股權。由於該等投資乃持作長期戰略投資，本公司董事已選擇指定該等投資為按公平值計入

其他全面收入之權益工具。由於本集團持有出售組別少於五分之一之投票權且本集團並無委任出售

組別之任何董事，故出售組別不被視為本集團之聯營公司。本公司董事認為，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之股本投資公平值與初始確認之公平值相若，且除另有說明者

外，本集團並無獲得有關出售組別之任何最新資料。更多詳情，請參閱本集團二零一九年年報附註

28及附註49(a)。

11 應收貿易賬項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項 — 客戶合約 38,466 40,161

減：信貸虧損撥備 (2,682) (3,062)
   

35,784 37,099
   

本集團與其客戶之貿易條款主要為信貸，惟新客戶一般需要預付貨款除外。客戶的信貸期一般為一

個月，而主要客戶則最多可延至三個月。每名客戶均設有最高信貸限額。本集團致力於維持嚴格監

控其未償還應收款項，並設有信貸監控部門務求將信貸風險減至最低。逾期欠款由高級管理人員定

期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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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貿易賬項（續）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按發票日期計，應收貿易賬項（經扣除撥備）

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8,094 9,253

31日至90日 23,073 25,387

91日至180日 4,617 2,459
   

35,784 37,099
   

12 應付貿易賬項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按發票日期計，應付貿易賬項之賬齡分析

如下：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5,062 5,454

31日至90日 1,047 1,118

91日至180日 218 223

181日至360日 968 498

超過360日 – 176
   

7,295 7,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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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股本

股份數目 普通股股本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30,000,000,000 30,000,000,000 3,000,000 3,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期╱年初 9,890,381,596 8,110,381,596 989,039 811,039

因下列事項發行股份

— 於配發股份時 300,000,000 80,000,000 30,000 8,000
— 於收購一間聯營公司時 – 1,700,000,000 – 170,000
     

於期╱年終 10,190,381,596 9,890,381,596 1,019,039 989,039
     

14 出售附屬公司產生的收益
失去控制權之負債分析：

千港元
  

銀行及現金結餘 5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316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701)

應付本集團其他附屬公司款項 (12,504)
  

所出售負債淨額 (12,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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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出售附屬公司產生的收益（續）
出售出售組別產生的收益：

千港元
  

勘探及評估資產 20,4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4
  

分類為持作出售的出售組別資產及負債 20,514

就20%剩餘股權轉撥至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金融資產 (3,435)

減：所出售負債淨額 (12,884)

減：出售附屬公司時解除的外幣換算儲備 (24,651)
  

(20,456)

減：出售所得款項 (17,079)
  

出售附屬公司產生的收益 (37,535)
  

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管理層決定出售本集團所持內蒙古銘潤峰能源有限公司

及內蒙古潤恒礦業有限責任公司（「出售組別」）中的80%的股權。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出售

組別在公開市場以人民幣15,000,000元被競價拍賣。出售事項已於二零一九年一月十五日完成。出售

組別的資產及負債分類為持作出售的出售組別資產。

15 關連方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支付一間關聯公司之產品開發、銷售及

 市場推廣以及其他服務費 (a) – 1,618
    

附註：

(a) 該關聯公司之唯一擁有人亦為本公司附屬公司（支付服務費）之董事及其49%（二零一九年：49%）股權之實益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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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資本承擔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並無重大資本承擔（二零一九年：零港元）。

17 或然負債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九年：零港元）。

18 訴訟
於報告期末及其後，本集團有進行中之訴訟，詳情概述如下：

(a) 周麗華
根據周麗華（「周女士」，作為貸款人）與本公司（作為借款人）訂立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十一月

二十六日的貸款協議，周女士同意向本公司提供貸款20,000,000港元，有效期直至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一日止。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二日及二零一九年十月十日，本公司分別收到高等法院發出之周女士的傳

訊令狀以及申索陳述書，以指控本公司（作為借款人）未償還借款20,000,000港元及自二零一九年

五月二十七日起直至付款為止的每月1.25%利息率的利息。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八日，本公司

已向高等法院提出了抗辯及反訴。

於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二日，本公司收到了高等法院發出之周女士的傳訊令狀，當中要求頒令支

持彼申索利息的經修訂申索陳述書及駁回本公司的反訴。

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十日，在高等法院進行聆訊後，本案件押後至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b) 郭京生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八日及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九日，本公司及本公司的一名董事收到郭京生先生

（「郭先生」）於高等法院分別針對本公司（作為借貸人）及本公司該董事（作為擔保人）發出之傳訊

令狀及申索背書，內容有關向本公司及本公司該董事申索約13,921,000港元之未付借貸金額（包

括利息）。

償付契據（「償付契據」）由本公司、本公司董事與郭先生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訂立。根據

償付契據，本公司將以每股股份0.10港元發行80,000,000股本公司普通股（「股份」），以償付

8,000,000港元作為部份償付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郭先生之債務約17,600,000港元。償付契

據載有倘自股份發行日期起一年內，本公司股份的市場報價跌至至少每股股份0.10港元，則由

本公司回購股份的條款。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向郭先生發行及配發股份。於二零

二零年五月十五日，本公司接獲郭先生發出之傳訊令狀，其要求頒令本公司向郭先生回購股份。

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正聯絡郭先生以商討回購股份及未償還借貸金額約9,600,000港元，有關

金額計入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之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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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訴訟（續）
(c) 光大中心

根據光大中心有限公司（「光大中心」（前稱永紹有限公司），作為業主）、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龍

佳管理有限公司（「龍佳」，作為承租人）及本公司（作為龍佳之擔保人）訂立之日期為二零一四年

九月二十三日之租賃協議，以租賃物業，租期自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起至二零一七年十二

月十四日止為期三年。

於二零一六年八月八日，龍佳及本公司收到光大中心由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原訟法庭（「高

等法院」）針對龍佳及本公司發出之傳訊令狀連同申索背書，內容有關一併向龍佳及本公司申索(i)

交吉物業；(ii)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一日之未付租金、管理費、利息及其他費用合共約3,886,000港

元；(iii)交付交吉灣仔物業日期止之租金、管理費及差餉；(iv)將予評定違反租賃協議之損害賠償；

(v)利息；(vi)訟費；及 (vii)進一步或其他濟助。

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第三季度交吉物業並已結算部分上述索償金額。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延期付款的累計利息、租金及行政費用約為4,952,326港元，乃計入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內。

(d) 張啟逢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十七日，本公司一名前僱員向香港勞資審裁處對本公司提起訴訟，索償總金

額約2,354,000港元，理由包括未能支付薪金及不放年假等。

根據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四月十七日及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七日的香港勞資審裁處的頒令，要求本

公司悉數支付前僱員上文所述之所有索償。

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四日，本公司向勞資審裁處遞交表格19，要求撤銷定於二零二零年十一

月三十日之聆訊判決。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七日，本公司向前僱員結算無爭議金額約1,200,000

港元。於本中期報告日期，本公司與前僱員之間尚有剩餘結餘約2,000,000港元存在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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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報告期後事項
(a) 可能收購中商富樂建設有限公司（「目標公司」）若干股本權益

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九日，本集團（作為買方）與中商華夏資產管理有限公司（「賣方」）訂立諒

解備忘錄，據此（其中包括）本集團擬向賣方收購而賣方擬出售於目標公司之若干股本權益。目

標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房屋建築工程施工總承包、房地產開發經營、項目投資、建築材料銷售。

可能收購事項項下的股本權益數額、可能收購事項的代價及有關代價的付款條款須由諒解備忘

錄的訂約方進一步磋商釐定。

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九日之公佈。

(b) 高功率儲能電池項目電池系統集成產品採購意向書
於報告期末後，本公司與福建新龍馬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新藝電子有限公司、河南固鋰電

技術有限公司及協鑫雲儲科技有限公司訂立意向書。

本公司將委託福建宸華電池科技有限公司進行產器加工定做，本公司負責銷售。

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五日及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七日之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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