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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開曼群島法律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899）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及

聯席行政總裁辭任

財務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變動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收入 147,390 194,448 –24.2%
遊戲收入 107,527 159,874 –32.7%
非遊戲收入 39,863 34,574 15.3%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 (83,243) (408,360) –80%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以每股人民幣分列示）
基本 (7.74) (37.62)

攤薄 (7.74) (3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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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地理位置劃分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變動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1) 55,286 130,048 –57.5%

中國境外 (2) 92,104 64,400 43.0%

總收入 147,390 194,448 –24.2%

(1) 就本中期業績公告而言，來自中國的收入並未包括來自香港、澳門及台灣的收入（如有）。

(2) 中國境外收入主要來自 (i) Peerless集團，其從事電視製作、品牌授權、線上服務，以及根據世界撲克巡

迴賽（「WPT」）的世界性品牌製作撲克之比賽管理及在線娛樂內容之業務（「WPT品牌業務」）及 (i i)

e Sports Group，其從事電競場館管理、內容製作及新在線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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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聯眾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或「聯眾」）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茲宣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該等中期業績

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及批准。

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本公司中國業務轉趨穩定，海外業務繼續增長。鑒於國內監管環境

及市況持續面對挑戰，本公司繼續優化中國棋牌遊戲運營的成本架構，並審慎選擇將發展

重點放在既符合法規又具備高潛力可錄得正面財務回報的遊戲上。本公司利用其品牌及忠

實用戶群，推出多項「回頭客」營銷活動，讓長期靜止用戶重新激活活躍起來，且效果良

好。本公司亦將遊戲內置廣告收費的商業模式引入其新手機遊戲，帶來新收入來源之餘，

亦擴大用戶群。儘管中國棋牌遊戲業務尚有很大的改善和改進空間，惟與去年同期相比，

其虧損顯著收窄，可見該業務於二零一九上半年已轉趨穩定。

本公司的電子競技及WPT海外業務繼續快速增長，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收

入較二零一八年同期人民幣64.4百萬元增加人民幣 27.7百萬元（或43%）。於二零一九年上半

年，WPT在比賽數目、收視率、贊助及地域覆蓋方面均繼續增加。於二零一九年三月，

WPT創下紀錄，單月在 4大洲 5個國家 9個城市舉辦 11項國際賽事活動，其中 3項獲 FOX

Sports Network電視台播放。WPT繼續吸引贊助商，Baccarat等知名品牌亦加入贊助。WPT電

視節目發行數目於全球持續上升。傳統電視收視率資料顯示，二零一九年第一季與第二季

相比，收視率上升 62%。此外，傳統電視收視覆蓋按年增加三千萬個家庭用戶，同一時

間，機頂盒用户增加超過二億三千萬家庭用戶。WPT通過與墨西哥Grupo Salinas及 TV

Azteca簽署戰略協議繼續於全球擴張，以進軍墨西哥及拉丁美洲市場。Grupo Salinas在墨西

哥及南美洲擁有部分最大型銀行、媒體及零售公司，具有廣泛的線上及線下網絡覆蓋。憑

藉與Grupo Salinas的合作夥伴關係，WPT推出本地語言的電視節目，並將其撲克內容庫帶給

廣大拉丁美洲觀眾。WPT電視節目於今年七月起在TV Azteca首播，並同時配合推出WPT的

社交遊戲平台WPTGO。該節目已每週獲超過兩千五百萬觀眾收看。

本公司的Allied ESports（「AES」）電子競技業務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亦顯著增長。AES於上半

年推出多個品牌賽事及電視節目，例如以遊戲發行商為對象的Day One，以及由知名電競

網紅及名人主持參與的Play Time，該等節目取得正面成果及收視率增長。拉斯維加斯的場

館旗艦店繼續是電子競技賽事活動的標誌性場地，參賽人數、賽事及場地使用頻率均見大

幅增加。除 AES自有品牌賽事外，該場館亦為第三方夥伴舉辦活動，如為 CBS Spor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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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舉辦NBA 2K League的「 THE TURN」、美國冰球大聯盟NHL Gaming World

Championship、BIG3 Draft，不但帶來營業收入，而且擴大及提高品牌知名度，讓AES獲得

更多用戶。AES的移動競技大篷車使用率亦因參與電子競技及其他活動的需求殷切而有所

上升。我們的移動競技大篷車於全球消費電子展CES GameSpot Activation、美國橄欖球超級

碗Super Bowl、TwitchCon EU、DreamHack Dallas及其他大型賽事活動亮相，不但帶來收

入，而且擴大品牌知名度，讓AES接觸更多合作夥伴。AES與墨西哥Grupo Salinas簽署戰略

合作協議共同開拓拉丁美洲電競市場，首秀於墨西哥城舉辦一場AES品牌的國與國爭霸

戰，該項賽事由美國隊對陣墨西哥代表隊，並且於墨西哥進行電視直播。AES將繼續與實

力雄厚的當地夥伴合作，務求擴展業務。

由於WPT及Allied Esports「（AES）」雙雙錄得增長，本公司海外收入同告上升。我們繼續擴大

WPT及AES業務之時，亦投入大量精力及資源，以完成與Black Ridge Acquisition Corporation

（「BRAC」，納斯達克證券交易所（「納斯達克」）上市公司）的WPT╱AES分拆上市。於二零

一九年上半年，WPT╱AES的分拆上市獲得相關監管機構的所有批文。該項交易於二零一

九年八月九日（美國時間）完成，而BRAC更名為Allied Esports Entertainment Inc.（「AESE」），

並於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二日開始以新股份代號AESE在納斯達克主板進行買賣。因上述交易

完成，本公司現為AESE的控股股東，擁有其已發行股份及其董事會控制權約 52 %，而

AESE則成為本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司。

AESE分拆上市預示本公司發展翻開新一頁。展望未來，本公司將通過中國附屬公司繼續發

展中國國內業務，同時通過AESE進一步拓展海外發展機會。本公司亦將透過AESE與本公

司其他附屬公司進行收購及資產注入，積極物色發展機會。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1. 概覽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為人民幣 83.2百萬

元，而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為人民幣

408.4百萬元。

– 4 –



2. 收入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入為人民幣 147.4百萬元，較二零一八

年同期的人民幣194.4百萬元減少人民幣 47.0百萬元或24.2%。減少主要因為我們的中國

國內棋牌遊戲市場環境出現不可預計的變動。由於本公司無法取得南京好運美成電子

科技有限公司（「南京好運」）及其附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四月至六月的相關財務資料，

故其於二零一九年四月至六月止三個月期間的財務資料並無載入本集團中期財務報

表。

3. 收入成本及毛利率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入成本為人民幣70.6百萬元，較二零一

八年同期的人民幣 121.2百萬元減少人民幣50.6百萬元或 41.8%，使得毛利率由截至二零

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37 .7 %增至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52.1%。增加主要由於期內的成本控制所致。

4. 其他收入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其他收入為人民幣 2.2百萬元，較二零一

八年同期的人民幣 4.3百萬元減少人民幣 2.1百萬元或 48.8%，主要由於給予第三方貸款

及已收利息收入減少所致。

5. 銷售及市場推廣費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銷售及市場推廣費用為人民幣 26.3百萬

元，較二零一八年同期的人民幣 53.8百萬元減少人民幣 27.5百萬元或 51.1%。減少主要

由於期內為應對市場環境變化而進行成本控制所致。

6. 行政開支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行政開支為人民幣 116.8百萬元，較二零

一八年同期的人民幣175.9百萬元減少人民幣 59.1百萬元或 33.6%。減少主要由於期內為

應對市場環境變化而進行成本控制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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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研發費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研發費用為人民幣 2.3百萬元，較二零一

八年同期的人民幣 29.2百萬元減少人民幣 26.9百萬元或 92.1%。減少主要由於新版移動

遊戲的選擇性較高及開發工作減少，加上相關研發活動產生的成本減少所致。

8.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之公允值變動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按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之公允值

虧損為人民幣8.1百萬元，而二零一八年同期則為人民幣 2.6百萬元。增加主要由於我們

市場環境發生意外變動，加上我們的被投資公司於期內亦錄得虧損及公允值減少。

9. 應付或然代價之公允值變動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應付或然代價之公允值收益╱虧損，而二

零一八年同期則為人民幣32.5百萬元，原因為收購南京好運中並無溢利擔保之公允值變

動。

10. 資產減值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資產減值為人民幣12.9百萬元，而二零一八年同

期則為人民幣 281.3百萬元。為應對二零一八年同期市場環境的變動，本集團於二零一

八年已撇減中國棋牌遊戲業務相關資產的絕大部分賬面值。

11.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為人民幣 83.2百萬

元，而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為人民幣

408.4百萬元。減少主要由於期內成本控制及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資產

減值較二零一八年同期大幅減少所致。

12. 所得稅抵免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所得稅抵免為人民幣 6.3百萬元，較二零

一八年同期的人民幣2.3百萬元增加人民幣4.0百萬元或1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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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流動資金與資金及借款來源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結餘及現金總額由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的人民幣 162.7百萬元減少2.1%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的人民幣159.3百萬元。有關

微減主要由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法律及專業費的現金付款增加所

致。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為人民幣 435.6百萬元，包括銀行結

餘及現金人民幣 159.3百萬元以及其他流動資產人民幣 276.3百萬元。本集團的流動負債

為人民幣 283.4百萬元，其中，人民幣 45.3百萬元為貿易應付款項及遞延收入，人民幣

238.1百萬元為其他流動負債。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流動資產

對流動負債的比率）為 1.54，而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 1.76。資產負債比率

按借款總額（扣除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佔本集團總權益的比率計算。本集團於二零一九

年六月三十日的資產負債比率為零（二零一八年：零）。本集團當前擬主要以內部資源

為未來擴張、投資及業務經營撥資，惟可能在適當的情形下探索其他融資來源。

14. 於一間附屬公司的權益

本集團的綜合中期財務報表載有一切可得財務資料，以向股東反映本集團目前的財務

表現及狀況，惟不包括南京好運，原因為南京好運的管理層無法及時向本公司提供其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至六月止三個月期間的財務資料，以供編製本集團的綜合中期財務

報表。

董事會需要更多時間與南京好運管理層合作（於二零一八年二月九日完成收購南京好

運），以查閱相關財務資料。為此，本公司正採取積極行動，包括與南京好運的管理層

不斷磋商，並為保障其權益尋求法律意見。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財務表現反映無法及時取得南京好運於

二零一九年四月至六月止三個月期間的財務資料的影響，故僅呈列南京好運於二零一

九年一月至三月止三個月的貢獻。本公司取將於取得南京好運相關財務資料後提供本

集團最新綜合財務報表。

15. 重大投資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投資。

16. 重大收購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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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本集團於按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作出投資，旨在 (i)補充本集團的遊戲組合，以

推動我們用戶流量變現及提升盈利能力， (ii)探索業務生態系統相關領域的新業務機

遇，以進行收購及產生戰略性運營協同效應，同時借助外部財務來源獲得專業知識及

擴大規模。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按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為人民幣

84.1百萬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09.1百萬元）。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非上市權益投資的投資為人民幣72.1百萬元，包括

於選定創業公司（主要從事遊戲或智力運動相關的技術研發）的直接權益投資及於私募

股權基金（該等公司集中於為智力運動公司提供前期融資）（「私募股權基金」）的權益。

該等投資的大致明細載列如下：

被投資公司名稱

本集團

注資金額 持股百分比 主要業務

人民幣千元

北京樂體沃夫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2,600 13% 線下體育場館經營

北京億聯投資中心（有限合夥） 5,000 5% 投資╱管理

共青城五疆星耀投資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20,000 8.6347% 投資╱管理

北京眾創永聯投資管理中心（有限合夥） 40,000 20% 投資╱管理

桐鄉聚力豐遠股權投資基金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20,000 39.2% 投資╱管理

本集團投資的所有該等創業公司均處於相對早期開發階段，主要集中於開發及推出產

品。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該等被投資創業公司並無派付股息。我們

的私募股權基金亦積極物色互聯網、體育、娛樂行業的早期公司，並為該等公司提供

資金，在利用我們自身經驗及資源建構平台的同時，將我們的投資風險減至最低。我

們認為我們的投資舉措為建立整體生態系統願景的重要方面。本集團將繼續尋求不同

層面上創造協同效益同時亦提供高回報潛力的其他投資機遇。本集團將持續盡責地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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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按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投資。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由於有關投資的賬

面值並無佔本集團總資產 5%以上，故本集團投資組合的按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並無個別構成重大投資。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變動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變動載列如下：

非上市

權益投資

非上市

債務投資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的結餘 95,782 13,286 109,068

出售 (16,916) — (16,916)

公允值變動 (6,759) (1,328) (8,087)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的結餘 72,107 11,958 84,065

18. 重大出售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出售附屬公司或聯營公

司事項。

19.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已抵押資產（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無）。

20.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無）。

21. 外匯風險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及美國經營，且其大部分

交易以人民幣（「人民幣」）或美元（為與交易相關的本集團實體的功能貨幣）結算。於二

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業務並無重大外匯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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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僱員薪酬及政策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僱用148名僱員，其中，52名於中國（包括香港）負

責遊戲開發與運營或一般行政、 42名負責電競業務，及 54名負責WPT業務。截至二零

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薪酬開支總額（包括以股份為基礎的酬金開支）為人民幣

32.7百萬元，較上一年度減少42.3%。

23. 自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末以來發生之事項

交易合併及建議分拆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九日完成。因此，BRAC透過Primo Vital Limited

成為本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司，及AESWPT Holdco（轉換合併及交易合併後的Allied

Esports Media, Inc.，為BRAC的直接全資附屬公司以及BRAC若干附屬公司的控股公司，

BRAC透過其經營合併業務）成為BRAC的全資附屬公司，其已改名為Allied Esports

Entertainment Inc.。有關更多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一日的公

告。

24. 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未來計劃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概無其他有關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其他計劃。

25. 終止披露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量指標

為補充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呈列的財務報表，自本公司股份

於二零一四年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後，本集團亦使用未經審核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財務數據作為額外評估財務表現的指標。鑒於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與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間的財務數據差異並不重大，且不會向本公司股東提

供具有意義的資料，故此本公司決定將不再披露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量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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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本公司致力於維持及促進嚴格之企業管治政策。本公司企業管治的原則為推出有效的內部

監控措施及提高董事會對本公司全體股東（「股東」）的透明度及問責制度。

1.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

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守則」）的適用守

則條文，惟下述偏離者除外。

守則條文第A .2.1條訂明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且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楊

慶先生（「楊先生」）為本公司主席兼聯席行政總裁。楊先生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加入本

集團，負責本公司的整體營運、投資、策略及信息技術，對本公司的發展及業務擴張

作出重要貢獻。董事會認為，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職務由楊先生擔任有利於本集團的管

理。由經驗豐富的高素質人才組成的高級管理層及董事會可確保權力與職權的平衡。

董事會目前由一名執行董事（即楊先生）、四名非執行董事及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

成，因而對其組成體現頗為充分的獨立性。

由於樊泰先生已辭任非執行董事及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成員，自二零一

九年六月二十六日起生效，而葛旋先生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九日舉行的本公司股東

週年大會上未獲重選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導致本公司未符合 (i)上市規則第 3.10 (1)條有

關董事會須由至少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的規定、 (ii)上市規則第 3.21條有關審核委

員會須由至少三名成員組成的規定及 (iii)守則的守則條文第A.5.1條有關提名委員會成員

必須以獨立非執行董事佔大多數的規定。非執行董事胡文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魯眾

先生已獲委任為審核委員會之成員，自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九日起生效。於上述委任

後，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第3.21條。本公司正努力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快物色適合

的候選人填補空缺，並根據上市規則第3.11條的規定，自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六日起三

個月內作出有關委任。

董事會將繼續審視及監控本公司常規以符合守則規定及維持本公司高水準的企業管治

常規。

– 11 –



2.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 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以規管董事進行的證券交易。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所有董事確認彼等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嚴格遵守標準守則所訂的規定標準。

3.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設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是審閱及監督本公司

的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程序，並與本公司獨立核數師保持適當關係。審核委員會現時

包括三名成員，即田耕熹博士（獨立非執行董事）、胡文先生（非執行董事）及魯眾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田耕熹博士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及

中期報告。審核委員會亦已就本公司採納的會計政策及常規以及內部監控事宜與本公

司高級管理層進行討論。

4.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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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重大訴訟事項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牽涉任何重大訴訟或仲裁事項。

6.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並無向股東宣派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

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聯席行政總裁辭任

由於伍國樑先生（「伍先生」）已獲委任為AESE的行政總裁，故彼已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提交辭呈，辭任本公司聯席行政總裁，以專注本集團透過AESE於海外進行的業務，自二零

一九年八月三十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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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先生已確認，彼與董事會並無意見分歧，且概無有關其辭任之事宜須敦請本公司股東及

聯交所垂注。

董事會謹藉此機會衷心感謝伍先生於在任期間對本公司所作之寶貴貢獻，並已決定委聘伍

先生擔任本公司的顧問，自二零一九年八月三十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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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董事會謹此公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該

中期業績已經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收入 4 147,390 194,448

收入成本 (70,570) (121,181)

毛利 76,820 73,267

其他收入 5 2,142 4,336

銷售及市場推廣費用 (26,342) (53,785)

行政開支 (116,777) (175,911)

以股份為基礎的酬金開支 (1,095) (4,528)

研發費用 (2,294) (29,186)

融資成本 (4,714) —

分佔聯營公司虧損 13 (2,030) (7,057)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之公允值變動 (8,087) (2,621)

應付或然代價之公允值變動 18 — 32,537

資產減值 21 (12,907) (281,340)

除所得稅前虧損 6 (95,284) (444,288)

所得稅抵免 7 6,271 2,279

期內虧損 (89,013) (442,009)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貨幣換算差額 272 2,001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88,741) (44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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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下列人士應佔期內虧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83,243) (408,360)

非控股權益 (5,770) (33,649)

(89,013) (442,009)

下列人士應佔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82,927) (406,078)

非控股權益 (5,814) (33,930)

(88,741) (440,008)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以每股人民幣分列示）

基本 9 (7.74) (37.62)

攤薄 9 (7.74) (3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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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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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260,404 160,888
無形資產 11 304,260 333,556
商譽 12 174,170 180,441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13 22,547 20,586
向第三方提供的貸款 14 14,329 15,110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16 84,065 109,068
遞延稅項資產 1,839 1,726

861,614 821,375

流動資產

存貨 1,105 733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5 240,575 174,275
給予聯營公司之貸款 1,792 1,756
向第三方提供的貨款 14 32,893 56,974
可收回稅項 — 3,348
銀行結餘及現金 159,278 162,674

435,643 399,760

計入分類為持作出售的出售組別資產 — 45,295

435,643 445,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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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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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7 104,989 95,547
租賃負債 17,213 —

遞延收入 20,664 26,419
應付或然代價 18 40,948 40,948
可換股票據 19 97,822 70,323
所得稅負債 1,734 3,242

283,370 236,479

計入分類為持作出售的出售組別負債 — 16,558

283,370 253,037

流動資產淨值 152,273 192,01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013,887 1,013,393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01,777 —

遞延稅項負債 20,396 33,419

122,173 33,419

資產淨值 891,714 979,974

權益

股本 340 340
儲備 880,596 963,042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880,936 963,382
非控股權益 10,778 16,592

權益總額 891,714 979,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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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及編製基準

聯眾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四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二零一三年修訂版）在

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股份自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主板上市（「上市」）。

本公司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主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及

美國（「美國」）從事開發及經營在線棋牌遊戲、舉辦及播放線上線下智力運動賽事、比賽、電視節目及內

容（統稱為「線上遊戲業務」）。本集團正在全球擴展電子競技、體育電商業務以及其他非棋牌遊戲等新網

絡業務（統稱為「電子競技業務」）。

除另有說明外，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中期財務報告」）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

中期財務報告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條文（包括符合國際會計準則（「國

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規定）編製。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決定重組聯眾集團項下的PC業務（將有效導致出售北京

聯眾互動網絡股份有限公司及剝離業務）（「重組」），且於二零一八年八月十五日，本集團已訂立重組協

議。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聯眾集團項下的PC

業務的業績於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中呈列為「已終止經營業務」的單獨項目。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由於撤資業務的表現仍然未見起色，故本集團宣佈終止重組。先前呈列為「已

終止經營業務」的PC業務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業績已獲重新分類及於持續經營業務收

入中入賬，並就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重列。

編製中期財務報告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

表所用者一致，如附註3所披露，惟採納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除外。

中期財務報告並未包括年度財務報表所規定之全部資料及披露，且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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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鍵會計估計及判斷

編製中期財務報告需要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而該等判斷、估計及假設會影響會計政策的應用

以及資產及負債、收入及開支的呈報金額。實際結果或會有別於該等估計。

於編製中期財務報告時，管理層於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時作出之重大判斷及估計不明朗因素的主要來源

與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應用者相同。

3. 主要會計政策變動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根據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編製，惟採納以下自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新訂及經修訂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除外。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任何其他標準、詮釋或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本） 提早還款特性及負補償

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 計劃修訂、縮減或結清

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長期權益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3號 所得稅處理之不確定性

除下文所述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影響外，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對本期間

及過往期間的業績及財務狀況的編製及呈列方式概無重大影響。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租賃」取代國際會計準則第 17號「租賃」以及三個詮釋（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

會—詮釋第 4號「釐定一項安排是否包含租賃」、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5號「經營租賃—優惠」及準則

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27號「評估涉及以租賃為法律形式的交易實質」）。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已使用

經修改追溯法應用，而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所產生的累計影響於權益內確認，作為對本期間保

留溢利期初結餘的調整。過往期間不予重列。

就於首次應用日期已存續的合約而言，本集團選擇應用國際會計準則第 17號及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

會—詮釋第 4號對租賃所下的定義，並無就先前未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 17號及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

會—詮釋第4號界定為租賃的安排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就於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首次應用日期（即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已存續的經營租賃而言，本集團選

擇於計量使用權資產時不計入初始直接成本。同日，本集團亦選擇按租賃負債的相等金額（已就於過渡

日期存在的任何預付或應計租賃款項予以調整）計量使用權資產。

本集團並無於首次應用日期對使用權資產進行減值審閱，並依賴其過往評估，以確定於緊接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第16號首次應用前租賃是否虧損性租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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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渡期間，對於先前入賬為經營租賃且剩餘租賃期少於12個月的租賃，以及低價值資產租賃，本集團

已將選擇性豁免應用於不確認使用權資產，但在剩餘租賃期內以直線法計算計入租賃費用。

於過渡至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時，應用於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確認的租賃負債加權平均遞

增借貸利率為8.65%。

本集團以事後方式考慮延長及終止租賃的選擇權，藉此釐定租期。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經營租賃承擔總額與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確認的租賃負債對賬如下：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披露的經營租賃承擔總額 104,066

確認豁免：

. 剩餘租賃期限少於12個月的租賃 (61,464)

貼現前的經營租賃負債 42,602

按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的遞增借貸利率貼現 (5,088)

經營租賃負債 37,514

合理確定將行使的續租權 39,850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確認的租賃負債總額 77,364

分類為：

流動租賃負債 14,737

非流動租賃負債 62,627

77,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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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概述過渡至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對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的綜合財務狀況表的影響：

人民幣千元

於物業、廠房及設備內呈列的使用權資產增加 77,364

租賃負債增加 77,364

簡明綜合財務資料已根據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的會計政策編

製，惟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影響除外。

租賃

(a) 本集團作為承租人

由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起適用

對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以後訂立的新合約，本集團會考慮該合約是否租賃或包含租賃。租賃的

定義為「一份合約或合約的一部分賦予他人在一段時間內使用已識別資產（相關資產）的權力，以換

取代價」。為符合此定義，本集團評估合約是否符合以下三項關鍵評估因素：

. 合約是否包含已識別資產，即該資產在合約中可明確識別，或在資產可供本集團使用時以隱含

指定方式識別；

. 本集團有權在整個使用期內取得使用已識別資產的絕大部分經濟利益，並認為其權利符合合約

界定範圍；及

. 本集團有權在整個使用期內指定已識別資產的用途。本集團評估其是否有權指定該資產在整個

使用期內的使用「方式及目的」。

對於包含租賃部分及一個或以上額外租賃或非租賃部分的合約，本集團按相對獨立價格將合約中訂

明的代價分配至各租賃及非租賃部分。然而，就本集團為承租人的物業租賃而言，本集團選擇不將

非租賃組成部分分開，而是將租賃及非租賃組成部分作為單一租賃組成部分入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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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承租人的租賃的計量及確認

於租賃開始日期，本集團於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中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使用權資產按成本

計量，包括租賃負債的初始計量、本集團產生的任何初始直接成本、租賃結束時拆除及移除相關資

產的任何估計成本及於租賃開始日期前作出的任何租賃付款（扣除任何已收租賃獎勵）。

除符合投資物業定義的使用權資產以及與應用重估模型的物業、廠房及設備類別相關者外，本集團

按直線基準於租賃開始日期至使用權資產的使用年期結束或租期結束（以較早者為準）期間就使用權

資產計提折舊，除非本集團合理確定於租期結束時可獲得所有權則作別論。本集團亦於出現減值跡

象時評估使用權資產（符合投資物業定義者除外）的減值。

於租賃開始日期，本集團按該日未支付租賃款項的現值計量租賃負債，並使用租賃中的隱含利率，

或（倘該利率不可釐定）本集團的遞增借貸利率進行貼現。

計量租賃負債時計入的租賃款項包括固定款項（包括實質固定款項）減任何應收租賃獎勵、按指數或

價格計量的可變款項及根據餘下價值保證應付的預期金額。倘租期反映本集團選擇終止租賃，則租

賃款項亦包括本集團合理確定將行使的購買選擇權的行使價及終止租賃的罰金。

於初始計量後，負債將按已付租賃款項減少，並按租賃負債的利息成本增加。為反映任何重新評估

或租賃修訂，或倘實質固定款項出現變動，負債需要重新計量。並不取決於指數或價格的可變租賃

款項於觸發付款的事件或情況發生期間確認為開支。

於重新計量租賃時，相應調整於使用權資產中反映，或於使用權資產已減至零時在損益中反映。

本集團已選擇採用可行權宜方法將短期租賃及低價值資產租賃入賬。本集團並無確認使用權資產及

租賃負債，而按直線法於租期內在損益中將該等租賃的相關付款確認為開支。短期租賃指租期為12

個月或以下的租賃。

於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不符合投資物業的定義的使用權資產已計入物業、廠房及設備，與呈列其

擁有的相同性質相關資產的方式一致。符合投資物業定義的使用權資產呈列於投資物業下。租賃土

地的預付租賃款項於非流動資產下呈列為「預付租賃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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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前適用

倘本集團決定一項安排（包括一項交易或一系列交易）賦予可在協定時間內使用指定資產或多項資產

的權利，以換取付款或一系列付款，則該等安排屬租賃或包含租賃。該項決定乃根據對該安排內容

的評估而作出，無論該安排是否以租賃法律形式進行。

(i) 租賃予本集團的資產分類

本集團根據絕大部分風險及回報擁有權轉移至本集團的租賃所持有的資產已分類為根據融資租

賃持有。並無將絕大部分風險及回報擁有權轉移至本集團的租賃將分類為經營租賃。

(ii) 作為承租人的經營租賃費用

倘本集團有權使用經營租賃項下的資產，則租賃項下所作出的付款將於租賃年期內按直線法於

損益中扣除，倘有其他基準更能反映來自租賃資產的利益的時間模式則除外。所獲租賃優惠在

損益中確認為淨租賃付款總額的一部分。或然租金在其產生的會計期間於損益中扣除。

4. 收入及分部資料

(a) 收入

本集團主要業務披露於中期財務報表附註1。本集團自外部客戶獲得的收益於本期間內確認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線上遊戲業務—聯眾集團 55,286 130,048

線上遊戲業務—Peerless集團 67,081 50,172

電競業務 25,023 14,228

147,390 194,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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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其他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104 687

向第三方提供貸款的利息收入 1,070 2,710

向聯營公司提供貸款的利息收入 36 149

向一名董事提供貸款的利息收入 50 —

出售按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收益 127 —

1,387 3,546

其他收入淨額

政府補貼收入（附註） 568 358

雜項收入 187 432

755 790

2,142 4,336

附註： 補貼收入主要與政府就經營及開發活動提供的現金補貼有關，現金補貼為無條件補助或已達成

條件的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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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所得稅前虧損

除所得稅前虧損已扣除下列項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融資成本

二零一九年可換股票據所付利息（附註19） 454 —

二零一八年可換股票據所付利息（附註19） 4,071 —

租賃負債融資費用 189 —

4,714 —

員工福利開支

薪金、花紅及津貼 28,520 42,990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2,464 6,340

遣散費 612 2,793

以股份為基礎的酬金開支 1,095 4,528

32,691 56,651

其他項目

租賃費用：
—經營租賃項下所持土地及樓宇 — 10,413
—於初步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時的短期租賃及租期

短於12個月的租賃 301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所持資產 17,219 22,543
—使用權資產 8,216 —

無形資產攤銷 69,628 21,552

出售附屬公司虧損 2,531 —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虧損 342 3,30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 59 —

資產減值（附註21） 12,907 28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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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抵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即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期間 1,104 (1,709)

遞延稅項 (7,375) (570)

所得稅抵免 (6,271) (2,279)

8.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無）。

9. 每股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虧損按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

平均數計算得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以人民幣千元計） (83,243) (408,360)

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75,792,791 1,085,350,581

每股基本虧損（以每股人民幣分列示） (7.74) (37.62)

(b) 每股攤薄虧損

每股攤薄虧損經調整所有潛在攤薄普通股的影響後，根據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及期內已發行

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兩類攤薄普通股，即本公司購股權

計劃（管理層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及二零一四年購股權計劃）及或然代價股份。其於有關期間

被視為具反攤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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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成本為人民幣 6,116,000元（截

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24,352,000元）。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通過收購附屬公司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成本為人民

幣11,000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8,244,000元）。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就使用樓宇訂立若干新租賃協議，租期介乎 24至 167個

月。於合約期內，本集團支付固定款項。於租賃開始時，本集團分別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人民幣

49,748,000元及人民幣49,748,000元。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土地及樓宇相關使用權資產的賬面值為人民幣118,801,000元。

11. 無形資產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形資產透過收購及就開發成本撥充資本分別增加人民幣

42,452,000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30,222,000元）及人民幣1,179,000元（截至二零

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7,265,000元）。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通過收購附屬公司收購無形資產的成本為人民幣零元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7,057,000元）。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減值虧損人民幣 1,035,000元（附註 21）於「資產減值」內確認（截

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25,388,000元）。

12. 商譽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一月一日（經審核） 180,441 129,443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 — 228,041

減值撥備 21 (6,238) (34,409)

出售附屬公司 (200) —

匯兌差額淨值 167 663

於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74,170 323,738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減值虧損人民幣 6,238,000元（附註 21）於「資產減值」內確認（截

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34,409,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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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於聯營公司增加投資人民幣 8,405,000元（截至二零一八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出售於聯營公司的投資人民幣 342,000元（截至二零一八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6,300,000元）。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分佔聯營公司的虧損為人民幣 2,030,000元（截至二零一

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7,057,000元）。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減值虧損人民幣 4,071,000元（附註 21）於「資產減值」內確認（截

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53,625,000元）。

14. 向第三方提供的貸款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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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即期部分

貸款 14,943 14,943
應收利息 262 167

(a) 15,205 15,110
減：預期信貸虧損撥備╱虧損撥備 (876) —

14,329 15,110

即期部分

貸款 34,835 59,398
應收利息 3,784 2,794

(b) 38,619 62,192
減：預期信貸虧損撥備╱虧損撥備 (5,726) (5,218)

32,893 56,974

(c) 47,222 72,084

(a)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長期貸款人民幣 14,943,000元由於中國註冊成立的債務人公司的非上市

股權作抵押，其中人民幣4,000,000元按年利率 4.75%計息，而人民幣 10,943,000元為免息。該等貸款

須於二零二三年償還。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長期貸款人民幣 14,943,000元由於中國註冊成立的債務人公司的非

上市股權作抵押擔保，其中人民幣 4,000,000元按年利率 4.75%計息，而人民幣 10,943,000元為免息。

該等貸款須於二零二一年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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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向第三方提供的貸款人民幣 34,835,000元將於未來十二個月內到期且計

入即期部分，該款項包括：

(i) 由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傅強女士的個人擔保作抵押的貸款人民幣 25,835,000元，其按年利率 5.5%

計息；

(ii) 由在中國註冊成立的債務人公司的非上市股權作擔保的貸款人民幣 5,000,000元，其按年利率

4.35%計息；

(iii) 由在中國註冊成立的債務人公司的非上市股權作擔保的貸款人民幣 3,000,000元，其按年利率

12%計息；及

(iv) 免息無抵押貸款人民幣1,000,000元。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向第三方提供的貸款人民幣 59,398,000元將於未來十二個月內到期

且計入即期部分，該款項包括：

(i) 由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傅強女士的個人擔保作抵押的貸款人民幣 49,475,000元，其按年利率 5.5%

計息；

(ii) 由在中國註冊成立的債務人公司的非上市股權作擔保的貸款人民幣 5,000,000元，其按年利率

4.35%計息；

(iii) 由在中國註冊成立的債務人公司的非上市股權作擔保的貸款人民幣 3,000,000元，其按年利率

12%計息；及

(iv) 免息無抵押貸款人民幣1,923,000元。

該到期款項的賬面值與其公允值相若。

(c)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減值虧損人民幣1,384,000元（附註21）於「資產減值」內確認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5,21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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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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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貿易應收款項

應收第三方款項 (a) 171,208 75,424

減：預期信貸虧損撥備╱虧損撥備 (107,433) (44,041)

63,775 31,383

其他應收款項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50,371 104,310

向僱員作出的墊款 18,422 21,175

向本公司一名董事提供的貸款 4,431 4,381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26,732 26,683

就北京掌中奇跡溢利擔保應收的賠償 18,426 18,426

218,382 174,975

減：預期信貸虧損撥備╱虧損撥備 (41,582) (32,083)

176,800 142,892

240,575 174,275

本集團董事認為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的公允值與其賬面值並無重大差異，原因為該等款項於產生後短期

內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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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貿易應收款項

貿易應收款項產生自在線棋牌遊戲業務。授予分銷渠道及支付供應商的貿易應收款項的信貸期通常

為30至90日。

虧損準備撥備的變動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一月一日（經審核） 92,413 17,477

已確認預期信貸減值虧損 15,020 10,363

於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07,433 27,840

本集團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所訂明的簡化方法就預期信貸虧損計提撥備（如附註3所披露）。

已減值應收款項撥備或撥回已於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資產減值」中入賬。

於報告期末，按確認日期呈列除虧損準備撥備前的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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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17,952 9,026

31至60日 5,942 2,873

61至90日 1,768 417

91至180日 1,723 3,548

181至365日 2,055 17,156

超過1年 141,768 42,404

171,208 75,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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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計入非流動資產

非上市股本投資 72,107 95,782

非上市債務投資 11,958 13,286

84,065 109,068

17.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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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付第三方款項 24,593 14,159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2 5

24,595 14,164

其他應付款項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0,024 24,617

應付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843 840

應計員工成本及福利 6,537 7,007

應計可換股票據利息 5,899 1,828

就有關收購南京好運的溢利擔保應付代價 46,202 46,202

就有關出售天津中棋惟業的溢利擔保及進一步收購期權應付代價 889 889

80,394 81,383

104,989 95,547

貿易應付款項主要與購買服務器託管服務、外包遊戲開發以及分佔授權及第三方營運 PC遊戲之收入有

關，且應根據各合作協議支付予合作遊戲開發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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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第三方的貿易應付款項按確認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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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11,310 10,470

31至60日 109 510

61至90日 2,278 579

91至180日 8,120 323

181至365日 1,552 1,608

超過一年 1,224 669

24,593 14,159

18. 應付或然代價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一月一日（經審核） 40,948 3,328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產生的應付或然代價公允值 — 113,150

期內確認的公允值變動收益 — (32,537)

於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40,948 83,941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分析為：
—流動負債 40,948 40,948
—非流動負債 — —

40,948 40,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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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可換股票據

於 於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八年可換股票據 70,323 70,323

二零一九年可換股票據 27,499 —

97,822 70,323

於二零一九年發行之可換股票據

於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七日，本公司發行本金額合共4,000,000美元（相當於約31,000,000港元）之可換股票據

（「二零一九年可換股票據」）。二零一九年可換股票據按年利率 12%計息，須於每年後繳付。二零一九年

可換股票據將於十二個月內到期，而本公司將於到期日按本金額的100%贖回。

於二零一八年發行之可換股票據

於二零一八年十月十一日，本公司發行本金額合共 10,000,000美元（相當於人民幣 68,632,000元）之可換股

票據（「二零一八年可換股票據」）。二零一八年可換股票據按年利率 12%計息，須於每年後繳付。二零一

八年可換股票據將於十二個月內到期，而本公司將於到期日按本金額的100%贖回。

20. 承擔

(a) 資本承擔

於本報告日期，本集團擁有以下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訂約但未撥備：

有關投資於附屬公司的支出 — 1,500

有關於聯營公司投資的支出 2,118 2,118

有關投資於按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支出 1,800 1,800

3,918 5,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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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經營租賃承擔

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賃協議租賃其服務器、線路、辦公室及不同住宅物業。租賃具有不同租

期且重續權。

於報告日期，短期租賃的租賃承擔（二零一八年：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賃應付的未來最低租

賃付款總額）如下：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164 26,522

第二年至第五年（包含首尾兩年） — 69,857

五年後 — 7,687

164 104,066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租用辦公物業及多項住宅物業，租期為12個月，根據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第16號，其合資格根據短期租賃豁免入賬。

21. 資產減值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總計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無形資產 1,035 125,388

商譽 6,238 34,409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4,071 53,625

向一間聯營公司提供的貸款 — 6,237

向第三方提供的貸款 1,384 5,21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79 56,463

總計 12,907 28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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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期業績公告已刊登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lianzhong.com。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刊載於聯交所及本公司

前述網站，並寄發予股東。

承董事會明

聯眾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楊慶

香港，二零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楊慶先生；非執行董事劉江先生、傅強女士、陳弦先生及胡文先生；以
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魯眾先生及田耕熹博士。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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