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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GAME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聯 眾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根據開曼群島法律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899）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變動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收入 124,288 147,390 –15.7%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 (70,541) (83,243)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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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1) (7.74)

攤薄 (6.61) (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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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地理位置劃分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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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552 55,286 –10.4%

中國境外 (2) 74,736 92,104 –18.9%

總收入 124,288 147,390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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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Allied Esports Entertainment, Inc.（「AESE」，其於納斯

達克證券交易所（Nasdaq Stock Exchange，「納斯達克」）獨立上市，並營運世界撲克巡迴賽（「WPT」）及

電競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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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聯眾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茲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該等中期業績已由本

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及批准。

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我們持續看到本公司中國業務轉趨穩定及重建，海外業務繼續增

長。鑒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及國內監管環境及市況持續面對挑戰，本公司繼續優化中國線

上遊戲運營的成本架構，選擇將重點從利潤較低的遊戲及分銷渠道，重新放在開發既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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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重新開發具有新功能

的核心經典遊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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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擴大我們的用戶群。除

了傳統的基本遊戲應用程式，本公司亦擴展到HTML5及「小程式」類型的遊戲，讓其可接觸

新分銷渠道及合作夥伴。儘管仍有很大的改善和改進空間，惟我們相信通過二零二零年的

努力，我們已實現中國線上遊戲業務重新定位，並為探索未來的增長新途徑奠定基礎。

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AESE通過北美及歐洲業務部門舉辦逾70場賽事，包括自有在線賽事

及第三方製作賽事。為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AESE在三月中旬將其場館內舉辦賽事轉為

線上賽事及製作服務。這一策略在盧克索酒店及賭場內的旗艦電競場館Hyper X Esports

Arena Las Vegas暫時關閉期間擴大了用戶基礎。美國內華達州法規允許賭場在二零二零年

六月重新開放，同月，盧克索酒店及HyperX Esports Arena向客戶開放，惟有所限制。於二

零二零年上半年，AESE亦推出多個自有及與合作夥伴共同製作的節目產品，包括舉辦

HyperX Game Spotlight（一檔專注於遊戲開發者講述其遊戲靈感及演變背後的故事的深度劇

集節目）及Esportstudio（聚集傳統體育運動員參加其視頻遊戲版本的比賽）。除了在Twitch上

進行現場直播外， Esportstudio亦在德國的平台上實時轉播。AESE亦推出第 12季 Legend

Series賽事 IP—《無畏契約》(VALORANT)—由Riot Games開發的最受歡迎的新遊戲。

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WPT與百威啤酒及世界中央廚房達成合作，在ClubWPT舉辦國王名

人撲克挑戰賽，其在FS1及OTT平台上播出，全國逾一百萬觀眾觀看了此次比賽。在許多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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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賽事取消的情況下，ClubWPT為WPT提供通過利用本公司資產（包括讓WPT特色人才在

Twitch上定期直播彼等在ClubWPT的線上巡迴系列賽事，在每週成千上萬的觀眾面前推廣

ClubWPT產品）轉為線上活動的機遇。此外，WPT第12季及第13季在美國70%以上的線性電

視聯播市場進行發行，憑藉該發行及用戶覆蓋範圍，WPT可能在二零二一年進行全國性的

廣告購買銷售，進而有可能增加未來的廣告銷售收入。由於現場直播舉措與播出WPT的內

容庫，來自YouTube及Twitch的收入亦有所增加。

展望未來，本公司將通過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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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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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5百萬

元，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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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收入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入為人民幣 124.3百萬元，較二零一九

年同期人民幣 147.4百萬元減少人民幣 23.1百萬元或 15.7%。減少主要由於AESE的個人

體驗收入（包括門券、商品、餐飲及贊助收入）減少。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而導致政

府下令關閉我們在美國的設施、節目延後舉行及保持社交距離等措施，致使個人體驗

收入減少。此外，收入減少是由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撤銷涉及南京好運美成電子科技

有限公司（「南京好運」）股權的股權轉讓協議（「南京好運撤銷事項」）所致。

3. 收入成本及毛利率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入成本為人民幣71.2百萬元，較二零一

九年同期人民幣 70.6百萬元增加人民幣 0.6百萬元或 0.8%。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52.1%下降至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42.7%。毛利

率下降主要由於南京好運撤銷事項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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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其他收入為人民幣 1.6百萬元，較二零一

九年同期人民幣 2.1百萬元減少人民幣 0.5百萬元或 23.8%，主要由於南京好運撤銷事項

所致。

5. 銷售及市場推廣費用

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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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百萬

元，較二零一九年同期人民幣 26.3百萬元減少人民幣 18.4百萬元或 70.0%。減少主要由

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導致二零二零年在美國舉行的活動減少。

6. 行政開支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行政開支為人民幣 138.7百萬元，較二零

一九年同期人民幣 113.9百萬元增加人民幣 24.8百萬元或 21.8%。增加主要由於根據與

Simon Equity Development, LLC（「Simon」）簽署的投資協議將託管賬戶內持有的現金退還

予Simon，但並無要求Simon退還其就作為投資交換而收取的AESE普通股而產生的虧損

所致。此外，於二零二零年發行新可換股票據所產生的融資成本亦導致行政開支增

加。

7. 研發費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研發費用為人民幣 0.1百萬元，較二零一

九年同期人民幣 2.3百萬元減少人民幣 2.2百萬元或 95.7%。該減少乃由於新型冠狀病毒

疫情導致二零二零年活動減少所致。

8.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允值變動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允值

虧損為人民幣8.2百萬元，而二零一九年同期為人民幣8.1百萬元。期內按公允值計入損

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允值虧損主要指於二零二零年期間對Esports Arena, LLC投資的公允值

虧損。

9. 資產減值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資產減值為人民幣 1.3百萬元，而二零一九年同

期為人民幣12.9百萬元。為應對二零一九年同期市場環境之變動，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九

年撇減中國棋牌遊戲業務相關資產之絕大部分賬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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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贖回╱轉換可換股票據的虧損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贖回╱轉換可換股票據的虧損為人民幣36.9百萬

元（二零一九年：零）。增加主要由於對二零二零年簽署的AESE可換股票據轉換價進行

修訂導致轉換時已發行普通股的價值超過初始條款項下可發行的普通股所致。

11.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

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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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5百萬

元，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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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主要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導致AESE意料之外的財務表現，被中國虧損

減少之影響所抵銷，而中國虧損減少乃由於因應市場環境變化而進行成本控制所致。

12. 所得稅（開支）╱抵免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所得稅開支為人民幣 0.1百萬元，而二零

一九年同期的所得稅抵免為人民幣6.3百萬元。

13. 流動資金與資金及借款來源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結餘及現金總額由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的人民幣 185.8百萬元增加2.4%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人民幣190.3百萬元。增加

主要由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於AESE籌集的融資現金所得款項所致。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為人民幣 269.4百萬元，其中人民幣 190.3

百萬元為銀行結餘及現金以及人民幣79.1百萬元為其他流動資產。本集團之流動負債為

人民幣 213.5百萬元，其中人民幣 50.7百萬元為貿易應付款項以及遞延收入，人民幣

162.8百萬元為其他流動負債。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流動資產

對流動負債的比率）為 1.26，而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 1.14。資產負債比率按

借款總額（扣除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佔本集團總權益之比率計算。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之資產負債比率為零（二零一九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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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可能在適當情形下進一步探索其他資金來源。

14. 重大投資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任何重大投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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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重大收購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任何重大收

購。

16.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本集團於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作出投資，旨在 (i)補充本集團之遊戲組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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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新業務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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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為人民幣

55.5百萬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63.4百萬元）。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非上市權益投資之投資為人民幣55.5百萬元，主要

包括於選定創業公司（主要從事遊戲或智力運動相關之技術研發）之直接權益投資及直

接認購集中於在智力運動板塊營運的公司提供前期融資之私募股權基金（「私募股權基

金」）之權益。該等投資之大致明細載列如下：

被投資公司名稱

本集團

注資金額 持股百分比 主要業務

北京億聯投資中心（有限合夥） 人民幣5,000,000元 5% 投資╱管理

共青城五疆星耀投資管理合夥

企業（有限合夥）
人民幣20,000,000元 8.6347% 投資╱管理

北京眾創永聯投資管理中心

（有限合夥）
人民幣23,000,000元 2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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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20,000,000元 39.2% 投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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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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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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

股權基金亦積極物色互聯網、體育、娛樂行業之早期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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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同時，將我們之投資風險減至最低。我們認為

我們之投資舉措為建立整體生態系統願景之重要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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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其他投資機遇。本集團將持續盡責地監察按公

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投資。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由於有關投資之賬面值並

無佔據本集團總資產 5%以上，故本集團投資組合之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並無

個別構成重大投資。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變動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變動載列如下：

非上市

權益投資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之結餘 63,414

公允值變動 (8,158)

匯兌差額 64

添置 150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 55,470

17. 重大出售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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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於二零二零年發行之可換股票據以AESE之全部資產作抵

押。根據有關認購於二零一九年發行之可換股票據之可換股票據購買協議之補充協

議，於二零一九年發行之可換股票據以AESE之全部資產作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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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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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外匯風險

於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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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與交易相關之本集團實體之功能貨幣）結算。於二

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業務並無重大外匯風險。

21. 僱員薪酬及政策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僱用106名僱員，其中26名於中國（包括香港）負責

遊戲開發與運營或一般行政及 80名負責AESE營運。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之薪酬開支總額（包括以股份為基礎之酬金開支）為人民幣 41.2百萬元，較二零一九

年同期增加26.0%。

22. 自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末以來發生之事項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自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末以來，本集團並無發

生任何重大事項。

23. 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未來計劃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概無有關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之其他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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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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業管治政策。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原則為推行有效的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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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治守則的遵守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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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下述者有所偏離。

守則條文第A .2.1條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且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自二

零二零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楊慶先生（「楊先生」）為本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自楊先生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辭任後，李揚揚先生（「李先生」）

獲委任為本公司主席兼代理行政總裁。董事會已開始為本公司物色新任行政總裁。李

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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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及代理行政總裁的職務由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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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目前由兩名執行董事（包括李先生）、四名非執行董事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

事組成，因此在組合上具備頗為獨立的元素。

董事會將繼續審視及監控本公司之常規以符合守則規定及維持本公司高水準之企業管

治常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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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規管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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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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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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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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陸京生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胡文先生（非執行董事）及馬少華先

生（獨立非執行董事）。陸京生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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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完成股份轉讓協議發行股份，撤銷股份轉讓協議及註銷股份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十六日，本公司及天津盛遊時代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天津盛遊時

代」）與朱桂鳳女士（「南京賣方」）及陳忠先生（「南京賣方擔保人」）訂立股份轉讓協議

（「股份轉讓協議」），據此，天津盛遊時代自南京賣方及南京賣方擔保人購買南京好運

的全部股權，代價為人民幣 220百萬元（可予調整）（「南京收購事項」）。南京收購事項的

代價人民幣 220百萬元已透過下列方式結算： (i)人民幣 136百萬元（可予調整）以現金結

算；及 (ii)人民幣 84百萬元透過本公司以發行價 2.62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 2.16元）配發

及發行 38,888,888股代價股份（可予調整）結算。南京收購事項已於二零一八年二月九日

完成，且第一期代價股份（即 15,555,556股本公司股份）已於二零一八年二月九日發行予

南京賣方。

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收到南京仲裁委員會作出具有約束力的仲裁裁

決，仲裁小組決定撤銷股份轉讓協議，且各訂約方已恢復到各自訂立股份轉讓協議前

的狀況。由於撤銷股份轉讓協議，故南京好運股權的擁有權歸還予南京賣方，發行予

南京賣方的 15,555,556股代價股份退回本公司註銷，而現金款項人民幣 60,400,000元（即

第一期現金代價）由南京賣方退還予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一月八日， 15,555,556股代

價股份已退回本公司並由本公司註銷。

– 11 –



有關南京收購事項及撤銷股份轉讓協議的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一八

年一月十六日、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日、二零一八年二月九日、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

十三日及二零二零年一月八日的公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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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重大訴訟事項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牽涉任何重大訴訟或仲裁事項。

6.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宣派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九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中期業績

董事會謹此公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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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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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4 124,288 147,390

收入成本 (71,234) (70,570)

毛利 53,054 76,820

其他收入 5 1,618 2,142

銷售及市場推廣費用 (7,858) (26,342)

行政開支 (138,698) (113,904)

以股份為基礎的酬金開支 (5,110) (1,095)

研發費用 (87) (2,294)

融資成本 (13,098) (4,714)

分佔聯營公司虧損 — (2,030)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允值變動 (8,158) (8,087)

贖回╱轉換可換股票據的虧損 (36,903) —

出售聯營公司之虧損 (919) (342)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虧損） 937 (2,531)

資產減值 19 (1,305) (12,907)

除所得稅前虧損 6 (156,527) (95,284)

所得稅（開支）╱抵免 7 (138) 6,271

期內虧損 (156,665) (89,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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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3) 272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176,468) (88,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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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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下列人士應佔期內虧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70,541) (83,243)

非控股權益 (86,124) (5,770)

(156,665) (89,013)

下列人士應佔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78,916) (82,927)

非控股權益 (97,552) (5,814)

(176,468) (88,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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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1) (7.74)

攤薄 9 (6.61) (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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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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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32,515 145,260
使用權資產 83,932 89,732
無形資產 11 276,371 281,455
商譽 12 102,749 101,249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 437
給予第三方之貸款 13 — 6,443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15 55,470 63,414
非流動預付款項 35,398 24,417

686,435 712,407

流動資產

存貨 504 50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4 35,149 50,512
給予第三方之貸款 13 7,928 4,068
可收回稅項 115 —

受限制銀行結餘 35,398 25,463
銀行結餘及現金 190,344 185,848

269,438 266,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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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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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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95,043 87,453
租賃負債 8,318 7,674
遞延收入 40,344 40,741
可換股票據 17 63,716 96,506
應付貸款 4,686 —

所得稅負債 1,354 1,264

213,461 233,638

流動資產淨值 55,977 32,75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42,412 745,164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82,685 85,530
可換股票據 17 14,121 —

應付貸款 16,649 —

遞延稅項負債 2,048 2,415

115,503 87,945

資產淨值 626,909 657,219

權益

股本 336 340
儲備 351,824 418,371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352,160 418,711
非控股權益 274,749 238,508

權益總額 626,909 657,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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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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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及播放線上線下智力運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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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期財務報表」）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

中期財務報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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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已將WPT業務及電競業務重組，並併入Allied Esports

Entertainment, Inc.（「AESE」）以於美國納斯達克獨立上市（「分拆」）。

除上文所述外，編製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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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2. 關鍵會計估計及判斷

編製中期財務報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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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編製中期財務報表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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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應用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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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變動

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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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編製，惟採納以下自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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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已選擇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提前採納以下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修訂本，採納該等新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主要影響如下：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新型冠狀病毒相關租金寬減」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僅適用於承租人會計處理，對出租人會計處理並無影響。修訂本增加

了一項實際的權宜之計，為承租人減輕負擔，無須進行確定收到的新型冠狀病毒相關租金寬減是否屬於

租賃變更的評估，並允許承租人將該等租金寬減入賬，猶如有關變更並非租賃修訂。

該實際權宜之計僅適用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直接引致的租金寬減，並且必須滿足以下所有條件：

(a) 租賃付款的變更導致租賃的修訂代價與緊接變更前的租賃代價實質上相同或少於該代價；

(b) 租賃付款的任何減少僅影響原定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或之前到期的付款（例如，倘租金寬減導

致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或之前租賃付款減少而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後租賃付款增加，則其

滿足此條件）；及

(c) 租賃的其他條款及條件並無實質性變化。

選擇採用該實際權宜之計的承租人必須將其貫徹應用於所有具有相似特徵及相似情況的租賃合約。倘使

用該實際權宜之計，則須進行額外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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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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聯眾集團

— 線上遊戲收入 49,552 55,286

AESE集團

— 個人體驗收入 21,128 40,490
— 多平台內容收入 13,517 19,287
— 互動式收入 40,091 32,327

124,288 147,390

5.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收益

銀行利息收入 172 104

給予第三方之貸款之利息收入 — 1,070

給予聯營公司之貸款之利息收入 — 36

向一名前董事提供貸款的利息收入 — 50

外匯收益 83 —

出售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收益 — 127

255 1,387

其他收入淨額

政府補貼收入（附註） 780 568

雜項收入 583 187

1,363 755

1,618 2,142

附註：政府補貼收入主要與經營及開發活動之現金補貼相關，相關補貼為無條件補貼或已達成有關條件

之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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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所得稅前虧損

除所得稅前虧損已於扣除下列各項後達致：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僱員福利開支

薪金、花紅及津貼 30,245 28,520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5,871 2,464

遣散費 — 612

以股份為基礎的酬金開支 5,110 1,095

41,226 32,691

其他項目

租賃費用：
— 於初步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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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13 17,219
— 使用權資產 7,058 8,216

折舊總額 24,971 25,435

無形資產攤銷 17,842 69,62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 59

7. 所得稅開支╱（抵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

— 本期間 505 1,104

遞延稅項 (367) (7,375)

所得稅開支╱（抵免） 138 (6,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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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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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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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541) (83,243)

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67,879,893 1,075,792,791

每股基本虧損（以每股人民幣分列示） (6.61) (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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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六類具攤薄影響的普通股，即本公司購股權計劃

以及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發行的期權、認股權證、可換股票據、單位購買期權及或然代價股份。有

關影響對所呈列的每股基本虧損金額造成反攤薄影響。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兩類具攤薄影響的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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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影響對所呈列

的每股基本虧損金額造成反攤薄影響。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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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5,000元（截

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6,116,000元）。

於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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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00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1,000元）。

11. 無形資產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形資產透過收購增加人民幣 8,687,000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42,45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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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形資產透過就開發成本撥充資本增加人民幣1,17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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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於「資產減值」內確認。

12. 商譽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一月一日（經審核） 101,249 180,441

出售附屬公司 — (200)

減值撥備（附註19） — (6,238)

匯兌差額淨值 1,500 167

於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02,749 174,170

13. 給予第三方之貸款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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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443

應收利息 — —

(a) — 6,443

減：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 —

— 6,443

即期部分

貸款 (b) 56,330 57,470

應收利息 1,843 2,061

(c) 58,173 59,531

減：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50,245) (55,463)

7,928 4,068

7,928 10,511

(a)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長期貸款人民幣 6,443,000元由於中國註冊成立的債務人公司之非上

市股權抵押且為免息。該等貸款須於二零二一年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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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給予第三方之貸款人民幣 56,33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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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 26,452,000元的貸款由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傅強女士提供的個人擔保抵押，按年利率 5.5%

計息；

(ii) 人民幣13,285,000元的無抵押貸款以年利率7%計息；

(iii) 人民幣6,443,000元由於中國註冊成立的債權人公司的非上市權益抵押，為免息；

(iv) 人民幣1,650,000元的無抵押貸款為免息；及

(v) 人民幣 8,500,000元由於中國註冊成立的債權人公司的非上市權益抵押，其中人民幣 4,000,000元

按年利率4.75%計息，而人民幣4,500,000元為免息。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給予第三方之貸款人民幣 57,470,000元將於未來十二個月內到期，

並計入即期部分。該款項包括：

(i) 人民幣 26,452,000元的貸款由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傅強女士提供的個人擔保抵押，按年利率 5.5%

計息；

(ii) 人民幣13,285,000元的無抵押貸款以年利率7%計息；

(iii) 人民幣 5,000,000元的貸款由於中國註冊成立的債權人公司的非上市權益抵押，按年利率 4.35%

計息；

(iv) 人民幣4,233,000元的無抵押貸款為免息；及

(v) 人民幣 8,500,000元由於中國註冊成立的債權人公司的非上市權益抵押，其中人民幣 4,000,000元

按年利率4.75%計息，而人民幣4,500,000元為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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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於「資產減值」內確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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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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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06 45,166

減：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921) (27,582)

12,685 17,584

其他應收款項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8,159 35,098

向僱員作出的墊款 — 1,321

給予本公司一名前董事的貸款 4,509 4,509

22,668 40,928

減：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204) (8,000)

22,464 32,928

35,149 5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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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乃由於該等金額於產生後短

期內到期。

貿易應收款項的信貸期通常為 30至 90日。於報告日期根據貿易應收款項總額的確認日期的賬齡分析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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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110 11,608

31至60日 — 1,925

61至90日 — 614

91至180日 1,408 2,603

181至365日 8,573 —

超過1年 3,515 28,416

13,606 4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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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信貸虧損撥備變動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一月一日（經審核） 27,582 92,413

已確認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682 15,020

預期信貸虧損撥備撥回 (48) —

於期內撇銷的金額 (27,295) —

於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921 107,433

本集團應用簡化法就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所訂明的預期信貸虧損計提撥備。已減值應收款項撥備或

撥回已計入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的「資產減值」。

15.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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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470 63,414

16.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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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98 17,507

其他應付款項

預收款項 — 1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74,581 46,720

員工成本及應計福利 7,391 8,643

可換股票據的應計利息 2,673 14,573

84,645 69,946

95,043 87,453

所有金額屬短期款項，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的

賬面值因而被視為其公允值的合理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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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獲授的信貸期通常為30至90日。

應付第三方的貿易應付款項按確認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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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71 8,536

31至60日 495 528

61至90日 468 151

91至180日 729 1,979

181至365日 1,328 5,335

超過一年 1,807 978

10,398 17,507

17. 可換股票據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部分

於二零二零年發行之可換股票據 63,716 —

於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發行之可換股票據 — 96,506

非即期部分

於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發行之可換股票據 14,121 —

77,837 96,506

於二零二零年發行之可換股票據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八日，本集團附屬公司AESE發行本金額合共9,600,000美元之可換股票據（「二零二零年

可換股票據」），並隨即授出五年期認股權證以按行使價每股 4.125美元購買合共 1,454,546股AESE普通

股，所得款項現金淨額為 9,000,000美元（相當於人民幣 63,292,000元）。二零二零年可換股票據以AESE資

產作抵押，按年利率8%計息，於二零二二年六月八日到期，並承諾將向票據持有人支付合共1,536,000美

元之利息。

二零二零年可換股票據及兩年利息自二零二零年八月七日開始分期每月等額支付（「每月贖回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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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每月贖回款項可由AESE選擇以現金或以普通股股份（「股票結算權」）按相當於預訂付款日期前 10天內

最低日成交量加權平均價格87%的價格（「股票結算價」）支付，股票結算價不能低於每股0.734美元。以現

金支付的每月贖回款項除按月分期支付外，還須支付10%的溢價。

緊接各每月贖回款項前，二零二零年可換股票據持有人可要求提前支付至多四期每月贖回款項，並可選

擇以AESE的普通股股份按股票結算價（而非以現金）支付有關要求提前支付的每月贖回款項。

二零二零年可換股票據可按各持有人的選擇不時將全部或部分按每股 3.30美元（除若干例外情況外，可

按其後以較低發行價發行AESE普通股的相同價格轉換調整）（「持有人轉換價」）轉換為AESE普通股股份

（「持有人轉換權」，連同股票結算權，統稱「股權轉換權」）；然而，惟各方不得實施有關轉換以致票據持

有人（連同其聯屬人士）擁有超過於緊隨轉換生效後AESE發行在外普通股股份數目的4.99%（「實益擁有權

限制」）。各持有人待通知AESE後，可選擇增加或減少其實益擁有權限制，惟實益擁有權限制不得超過

9.99%。

於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發行之可換股票據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於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發行之可換股票據（「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

年可換股票據」）之本金額合共14,000,000美元（相當於人民幣96,506,000元），由AESE資金作抵押。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金額2,000,000美元按已下調轉換價每股1.60美元轉換為AESE普

通股，及3,000,000美元按已下調轉換價每股1.40美元轉換為AESE普通股。

根據經修訂協議，於轉換前應付票據持有人之本金額5,000,000美元之應付利息1,421,096美元（相當於人民

幣 10,061,000元）（「應計利息」）將繼續累計至到期日，猶如本金額並未獲轉換，而應計利息被轉換為本金

作為「應付階段票據」。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償還本金額7,000,000美元（相當於人民幣49,227,000元）。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可換股票據之剩餘未償還本金額為 2,000,000美元

（相當於人民幣14,121,000元），按年利率12%計息，及到期日延長至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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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換股票據的變動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一月一日（經審核） 96,506 70,323

發行可換股票據 63,292 27,499

償還可換股票據 (49,227) —

轉換為AESE之股份 (34,029) —

匯兌差額 1,295 —

於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77,837 97,822

18. 承擔

(a) 資本承擔

於報告日期，本集團有以下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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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策略性投資的支出 1,000 24,417

(b) 租賃承擔

於報告日期，短期租賃的租賃承擔如下：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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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資產減值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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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譽 — 6,238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 4,071

給予第三方之貸款 — 1,38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305 179

總計 1,305 12,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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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期業績公告已刊登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

司網站www.lianzhong.com。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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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董事會命

聯眾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李揚揚

香港，二零二零年八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李揚揚先生及高宏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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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勇教授、馬少華先生及陸京生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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