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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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IED ESPORTS ENTERTAINMENT , INC .
二零二一年第三季度財務業績

聯眾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Allied Esports Entertainment,

Inc.（「AESE」）刊發其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財務業績。

本公告由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 (2) (a)條

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的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作

出。

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美國時間），本公司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AESE刊發其截至二

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財務業績。AESE股份於納斯達克股票市場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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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AESE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以及截至二零二

一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主要財務數據概要乃根據美國公認會

計原則（「美國公認會計原則」）編製：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九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收入

個人體驗 1,455,867 595,932 2,627,781 2,274,135
多平台內容 229,961 951 383,684 951

收入總額 1,685,828 596,883 3,011,465 2,275,086

成本及支出：
個人體驗（不包括折舊及攤銷） 1,249,640 640,409 2,442,750 2,134,964
多平台內容（不包括折舊及攤銷） 87,373 — 214,258 —

線上營運支出 37,462 34,577 134,009 148,977
銷售及市場推廣支出 87,755 52,788 216,428 185,004
一般及行政支出 3,196,736 2,270,018 8,444,054 8,039,358
以股份為基礎的酬金 151,220 508,268 1,081,362 4,729,643
折舊及攤銷 806,137 905,580 2,495,939 2,715,007
投資於ESA的減值 — — — 1,138,631

成本及支出總額 5,616,323 4,411,640 15,028,800 19,091,584

營運虧損 (3,930,495) (3,814,757) (12,017,335) (16,816,498)

其他收入（支出）：
免除工資保護計劃貸款及利息的收益 912,475 — 912,475 —

其他收入（支出），淨額 54,434 (2,973) 69,413 (5,432)
誘發性轉換支出 — — — (5,247,531)
加速債務贖回的清償虧損 — (1,733,768) — (1,733,768)
利息支出 (11,809) (1,488,517) (269,411) (3,033,524)

其他收入（支出）總額 955,100 (3,225,258) 712,477 (10,020,255)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虧損 (2,975,395) (7,040,015) (11,304,858) (26,836,753)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的（虧損）收入，
扣除稅項撥備：
於出售WPT前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的
（虧損）收入 (3,151,740) 491,138 (1,099,033) 630,678
出售WPT的收益 80,429,729 — 80,429,729 —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收入 77,277,989 491,138 79,330,696 630,678

收入（虧損）淨額 74,302,594 (6,548,877) 68,025,838 (26,206,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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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美元 美元

（未經審核）

總資產 109,099,686 61,900,495

總負債 5,478,034 28,494,911

總股東權益 103,621,652 33,405,584

營運業績說明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與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比較

收入

個人體驗收入由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約596千美元增加約 860千美元或144%

至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約 1.5百萬美元。個人體驗收入增加乃受活動收入增

加 876千美元、餐飲收入增加 95千美元及門券及遊戲收入增加40.5千美元所帶動。上述增加

乃直接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於二零二零年爆發及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場

館載量限制解除所致。該等增加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令歐洲活動贊助及卡車活動贊助因

活動尚未完全回升而減少，導致贊助收入減少153千美元而被抵銷。

多平台內容收入由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約 1千美元增加約 229千美元至截

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約230千美元。多平台內容收入增加乃受於二零二一年第

二季度訂立新合約所帶動。

成本及支出

個人體驗成本（不包括折舊及攤銷）由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約 640千美元增

加約 610千美元或 95%至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約 1,250千美元。個人體驗成

本增加主要與二零二一年繼續進行於二零二零年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而延後或取消的活

動有關。

多平台內容成本（不包括折舊及攤銷）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增加約 87千美

元，而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則為零美元。多平台內容成本增加乃受於二零

二一年第二季度訂立新合約所帶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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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營運支出由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 35千美元增加約 2千美元或 6%至截

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約37千美元。

銷售及市場推廣支出由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約 53千美元增加約 35千美元或

66%至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約 88千美元。銷售及市場推廣支出增加，乃受

在二零二一年繼續進行於二零二零年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而取消的活動所帶動。

一般及行政支出由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約 2.3百萬美元增加約 0.9百萬美元

或 41%至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約 3.2百萬美元。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

日止三個月，AESE於終止僱用AESE前行政總裁（「行政總裁」）後產生遣散費約 0.4百萬美

元，及就委聘AESE新行政總裁產生簽約獎金約 0.2百萬美元。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

日止三個月，酬金及其他營運支出亦有所增加，乃由於AESE繼二零二零年三月因新型冠狀

病毒減薪後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加薪所致。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以股份為基礎的酬金為151千美元，而截至二零二零

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則為508千美元。該減少乃由於沒收自AESE辭職僱員的獎勵。

折舊及攤銷由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約 906千美元減少約 100千美元或 11%至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約806千美元。

免除工資保護計劃（「工資保護計劃」）貸款及利息的收益

AESE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確認全面免除工資保護計劃貸款及相關利息的

收益約912千美元。

其他收入（支出）

AESE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確認其他收入約55千美元，而截至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則錄得其他支出約 (3)千美元，即增加約 58千美元。該增加乃由於就提

交設備損壞索償而接獲一筆保險賠償金。

加速債務贖回的清償虧損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加速債務贖回的清償虧損約為 1.7百萬美元，乃由於

加快支付二零二零年六月所發行優先有抵押票據之每月付款。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並無錄得清償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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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支出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利息支出約為 12千美元，而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

十日止三個月則約為1.5百萬美元，即減少約1.5百萬美元或99%。該減少乃由於期內未償還

應付票據及可換股票據的本金結餘減少所致。

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業績

AESE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內分別確認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的除稅後收入約 77.3百萬美元及 0.5百萬美元，即增加約 76.8百萬美元。截至二零二一年九

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收入約為 77.3百萬美元，其中包括出售WPT業

務的收益約 80.4百萬美元，並由經營業務的虧損 3.1百萬美元所抵銷。該經營業務的虧損包

括截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二日止十二日期間來自業務活動的虧損為 0.7百萬美元，加上非經

常性項目，其中包括就出售WPT產生獎金支出約 1.0百萬美元、與出售WPT有關的法律及專

業費用約1.1百萬美元，及於出售WPT後產生加速以股份為基礎的酬金約0.3百萬美元。

請參閱由AESE於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網站 (https: / / www.sec.gov)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網站 (https: / /www.hkexnews.hk)刊發的10 -Q表格，以了解進一步詳情。

10 -Q表格所載的AESE財務業績已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編製，該原則有別於本公司用作編

製及呈列其財務資料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故 10 -Q表格所示財務資料不可與本公司所披露

綜合財務業績內反映的AESE財務業績直接比較。因此，本公司無法保證AESE截至二零二

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或任何期間的財務業績將與本公司本身綜合財務業績所呈列的

AESE財務業績相同。

承董事會命

聯眾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陸京生

北京，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李揚揚先生及陸京生先生；非執行董事劉江先生、劉學明先生、高麗平

女士及華彧民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馬少華先生、章力先生及郭玉石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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