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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年度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變動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審核 經審核
（重列）

收入 110,407 144,661 –23.7%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
—持續經營業務 (1) (180,806) (410,646) –56.0%
—已終止經營業務 (1) (5,586) (8,567) –34.8%

(186,392) (419,213) –55.5%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以每股人民幣分列示）

每股基本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1) (17.12) (37.92) –54.9%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1) (0.53) (0.80) –33.8%

(17.65) (38.72) –54.4%

每股攤薄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1) (17.12) (37.92) –54.9%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1) (0.53) (0.80) –33.8%

(17.65) (38.72) –54.4%

(1) 就本年度業績公告而言，已終止經營業務指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九日、二零二一年三月二

十三日、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及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日之公告以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三月

十日之通函所載之目標集團，而持續經營業務則指本集團餘下的業務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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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地理位置劃分收入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變動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審核 經審核

（重列）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1) 88,242 92,523 –4.6%

中國境外 (2) 22,165 52,138 –57.5%

總收入 110,407 144,661 –23.7%

(1) 就本年度業績公告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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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境外持續經營業務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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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聯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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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業績。年度業績

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及批准。

面對國內監管環境、市場的持續挑戰，我們採取了積極行動以應對，本集團中國業務得到

相對穩定的發展，而受到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在海外持續的影響，本公司在中國境外的電競

場館活動、線下賽事開展受到限制，對收入造成了一定影響。可是，我們相信隨著業務結

構的調整以及對目前市場環境的適應，收入將盡快回到正軌。

本公司不斷嘗試新的業務模式，如與視頻平台巨頭愛奇藝達成合作，為用戶帶來不同場景

下的豐富娛樂體驗，由雙方聯合運營的《全城鬥地主》網頁遊戲已登錄愛奇藝遊戲中心，而

聯眾將透過此項夥伴關係得以觸達愛奇藝數億用戶群體。同時，本公司不斷優化中國線上

棋牌遊戲運營，基於品牌積澱及忠實用戶群體，通過一系列市場營銷活動，加上重新開發

具有新功能的核心經典遊戲，不僅吸引了新的用戶，且激活了長期靜止用戶，收獲了較好

的效果。本公司在手機遊戲中引入內置廣告收費的商業模式，也已成為新的收入來源。此

外，本公司還推出了HTML5及「小程序」類型的遊戲，建立了新的分銷渠道及合作夥伴，為

探索未來的增長新途徑奠定了基礎。本公司將在現有業務穩步發展的基礎上，連接更多元

化的場景，繼續探索新的業務增長點。

於二零二零年，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導致場館關閉和賽事活動延後，致使AESE電競業務

受到一定影響。面對現時的挑戰，AESE積極調整經營策略，集中資源及經驗優勢，全力開

拓線上交互內容，如節目製作、線上賽事等，還推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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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並在Twitch推出了 24小時全天候節目，打造全新品牌欄目「Allied24Seven」，內容包

括旗下各類電競賽事活動。在線上賽事體系中，AE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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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AESE與 Esports

Entertainment Group合作帶來的首屆VIE .gg CS :GO傳奇系列錦標賽順利舉辦，其在線觀看時

長及獨立觀看人數均創下賽事關注度新高。在商務合作方面，AESE與全球著名電競外設品

牌HyperX續簽了長期合作協議，HyperX將繼續獨家冠名位於美國拉斯維加斯盧克索酒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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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AESE全球旗艦電競館，並為館內的遊戲比賽和主題活動提供遊戲產品支持，雙方將共同

努力為電競愛好者提供新穎的內容和滿意的體驗。

World Poker Tour（「WPT」）亦在線下賽事受疫情限制後的第一時間推出了形式豐富的線上賽

事，以滿足用戶的競技需求，其中包括WPT partypoker系列賽以及WPT亞洲線上賽、WPT印

度線上賽等，均受到廣泛關注。同時，WPT創新賽事合作，與百威啤酒及世界中央廚房攜

手在ClubWPT舉辦了國王名人撲克挑戰賽，並通過FS1及OTT平台播出，超過一百萬觀眾觀

看了本次比賽。此外，在疫情緩解的地域，線下賽事已陸續重啟。於二零二零年八月，舉

辦了WPT日本賽，參賽人數逆勢增長，突破了以往日本賽事的規模。於二零二零年十一

月，WPT深籌賽落地南非約翰內斯堡。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WPT首次落地中國台灣。線

上及線下賽事持續輸出的內容製作成為電視節目、數字視頻等，實現多平台互動，不僅為

全球競技撲克愛好者帶來多重競技體驗，也有效轉化成為營業收入。

展望未來，本公司將繼續優化中國附屬公司的棋牌遊戲運營業務，穩健發展中國國內業

務，並將借助AESE為運營平台，發展海外網絡遊戲、電競及相關周邊業務，並將於機遇出

現時通過投資、合資、授權等方式開展東南亞及日韓業務。儘管挑戰不斷出現，我們仍充

滿信心，並將繼續努力邁步向前。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1. 概覽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為人民幣 186.4百

萬元（包括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虧損人民幣180.8百萬元及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的虧損人

民幣5.6百萬元），而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

損則為人民幣 419.2百萬元（包括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虧損人民幣 410.6百萬元及來自已

終止經營業務的虧損人民幣8.6百萬元）。

2. 收入

於二零二零年，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收入為人民幣 110.4百萬元，較截至二零一

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人民幣 144.7百萬元減少人民幣34.3百萬元或 23.7%。有關

減少主要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所直接影響，導致來自Esports Arena Las Vegas的個人體

驗收入有所減少，並導致於二零二零年整年內舉辦活動的能力受到限制。此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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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亦由於在二零一九年十二月撤銷有關收購南京好運美成電子科技有限公司（「南京

好運」）權益的股份轉讓協議（「南京好運撤銷事項」）所致。

3. 收入成本及毛利率

於二零二零年，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收入成本為人民幣85.7百萬元，較截至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人民幣 92.8百萬元減少人民幣 7.0百萬元或 7.6%。本集

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35.9%減少至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22.3%。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毛利率有

所減少主要由於南京好運撤銷事項所致。

4. 其他收入

於二零二零年，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其他收入為人民幣 7.6百萬元，較二零一九

年的人民幣3.6百萬元增加人民幣4.0百萬元或113.0%。此乃主要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

帶來Esports Arena Las Vegas的租金優惠所致。

5. 銷售及市場推廣費用

於二零二零年，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銷售及市場推廣費用為人民幣 4.2百萬元，

較二零一九年的人民幣 31.0百萬元減少人民幣 26.8百萬元或 86.5%。有關減少主要由於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因應市場環境變化而實行成本控制所致。此

外，廣告及活動市場推廣因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導致於二零二零年整年內舉辦活動的能

力受到限制而有所減少。

6. 行政開支

於二零二零年，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行政開支為人民幣 170.3百萬元，較二零一

九年的人民幣172.9百萬元減少人民幣2.6百萬元或 1.5%。有關減少主要由於截至二零二

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因應市場環境變化而實行成本控制，以及由於南京好運撤

銷事項所致。行政開支減幅與撤回根據與Simon Equity Development, LLC（「Simon」）訂立

之投資協議將於託管賬戶持有之現金而向 Simon流失之受限制銀行結餘，但並無要求

Simon退回因其投資已收取之AESE普通股所引致行政開支增幅對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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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研發費用

於二零二零年，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研發費用為人民幣 155,000元，較二零一九

年的人民幣 393,000元減少人民幣 238,000元或 60.6%。有關減少主要由於新版移動遊戲

的選擇性較高及開發力度減少，以及相關研發活動產生成本所致。

8.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允值變動

於二零二零年，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允值變

動虧損為人民幣13.4百萬元，而二零一九年的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允值變

動虧損為人民幣28.7百萬元。有關虧損主要由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市場環境出現不可預計之變動，加上我們若干被投資公司亦錄得虧損所致。

9. 轉換可換股票據的虧損

於二零二零年，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轉換可換股票據的虧損為人民幣47.7百萬元

（二零一九年：零）。有關金額主要由於對二零二零年簽署的AESE可換股票據轉換價進

行修訂導致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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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資產減值

於二零二零年，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資產減值為人民幣 126.4百萬元，而於二零

一九年則為人民幣 175.5百萬元。因應二零一九年內市場環境之變動，本集團已於二零

一九年撇減中國線上棋牌遊戲業務相關資產之絕大部分賬面值。於二零二零年，資產

減值主要由於撇銷AESE於TV Azteca的投資、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使用權資產總額人

民幣 113.8百萬元所致，而管理層就此決定，預期未來的現金流量將不足以彌補此項投

資的賬面值。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本公司與TV Azteca, S .A .B . DE C .V .（Grupo Salinas旗下公司，「TV
Azteca」）訂立一項戰略投資協議，以將Allied Esports品牌擴充至墨西哥。就此項協議而

言，AESE須提供7.0百萬美元以用於多項戰略舉措。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公司已就此協議支付 5.0百萬美元（包括於二零一九年八月支付 3.5百萬美元及於二零

二零年三月支付1.5百萬美元）。於二零二零年七月，AESE及TV Azteca訂立修訂協議，

以豁免AESE向TV Azteca支付餘下2.0百萬美元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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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由於管理層釐定預期未來現金流量將不足以

收回是項投資的賬面值，故已於「資產減值」內確認減值虧損 5.0百萬美元（相當於人民

幣34.5百萬元）。

11.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為人民幣 186.4百

萬元（包括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虧損人民幣180.8百萬元及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的虧損人

民幣5.6百萬元），而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

損為人民幣 419.2百萬元（包括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虧損人民幣 410.6百萬元及來自已終

止經營業務的虧損人民幣 8.6百萬元）。有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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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進

行成本控制，以及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資產減值較截至二零一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有所減少所致。

12. 所得稅開支╱（抵免）

於二零二零年，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所得稅開支為人民幣 0.2百萬元，而於二零

一九年則為所得稅抵免人民幣0.7百萬元。

13. 流動資金與資金及借款來源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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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百萬元減少 57.3%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民幣 79.4百萬

元。有關減少主要由於年內來自經營活動的現金流出淨額、購買無形資產及非上市權

益投資增加與其發行可換股票據所得款項對銷所致。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集團的流動資產為人民幣 599.3百萬元，包括銀行結餘及現金為人民幣 79.4百萬元、

其他流動資產為人民幣 85.0百萬元及計入分類為持作銷售的出售集團的資產為人民幣

434.9百萬元。本集團之流動負債為人民幣 190.4百萬元，其中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

遞延收入為人民幣65.7百萬元、其他流動負債為人民幣 34.6百萬元及計入分類為持作銷

售的出售集團的負債為人民幣90.1百萬元。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

動比率（流動資產對流動負債的比率）為 3.15，而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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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三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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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投資及業務經營撥資，惟可能在適當情況下

進一步探索其他融資來源。

14. 重大投資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任何重大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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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重大收購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任何重大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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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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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為人

民幣69.7百萬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63.4百萬元）。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非上市權益投資之投資為人民幣69.7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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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股權基金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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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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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52% 投資╱管理

澳潤亞洲文化旅遊發展有限公司 人民幣19,574,700元 20% 投資╱管理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該等被投資公司概無派付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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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主要集中於開發及推出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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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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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們之投資舉措為建立整體生態系統願景之重要一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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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由於有關投資

之賬面值並無佔本集團總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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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變動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變動載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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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置 19,725

於損益確認之公允值變動 (13,373)

匯兌差額 (83)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公允值 69,683

17. 重大出售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出售事項。

18.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於二零二零年發行之可換股票據以AE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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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資產作抵押。

19.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九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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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外匯風險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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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與交易相關之本集團實體之功能貨幣）結算。於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業務並無重大外匯風險。

21. 僱員薪酬及政策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僱用148名僱員，其中32名於中國（包括香港）

負責遊戲開發與運營或一般行政，另外 116名負責AESE營運（包括 47名負責WPT的營

運）。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薪酬開支總額（包括與僱員相關以股份

為基礎之酬金開支）為人民幣65.8百萬元，較二零一九年增加27.9%。

22. 自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以來發生之事項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九日（美國時間），本公司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Allied Esports

Media Inc.（「賣方」）、本公司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Club Services, Inc.（「目標公司」）、

AESE與獨立第三方Element Partners LLC（「買方」）訂立購股協議（「購股協議」），據此，

賣方有條件同意出售而買方有條件同意購買目標公司之全部股權，總代價為 78.25百萬

美元（相當於約606.61百萬港元）（「Club Services出售事項」）。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九日（美國時間），賣方、目標公司、AESE與買方訂立經修訂及重

列購股協議（「經修訂購股協議」），以對購股協議之若干條款作出修訂，包括（其中包

括）提高總代價至90.50百萬美元（相當於約701.57百萬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美國時間），賣方、目標公司、AESE及買方進一步訂立經

修訂購股協議之第一號修訂，以修訂經修訂購股協議之代價，將總代價進一步增加至

105.0百萬美元（相當於約813.98百萬港元）。

於Club Services出售事項交割後，目標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目標集團」）將不再為AESE

及本公司之附屬公司，而目標集團之財務業績將不再於AESE及本集團之財務報表內綜

合入賬。有關Club Services出售事項之進一步資料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一月十

九日、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及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日

之公告以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三月十日之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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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未來計劃

除本年度業績公告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概無有關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之其他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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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企業管治原則為推行有效之內部監

控措施及提高董事會對本公司全體股東的透明度及問責制度。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的企業管

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企業管治守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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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角色應有區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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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及策略，對本公司的發展及業務擴張作出重要貢獻。董事會認為，由楊

先生擔任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務（直至彼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辭任）以及其後由李先生

擔任主席及代理行政總裁之職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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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年度業績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兩名執行

董事（包括李先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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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則條文第E .2.1條規定審核、薪酬和提名委員會之主席（或如委員會主席不能出席，則另

一名委員）須出席股東週年大會。除提名及企業管治委員會當時的主席楊先生出席了於二

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九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二零二零年股東週年大會」）外，審核

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之全體成員，以及提名及企業管治委員會之其他成員由於已有預先安

排之業務承諾而未能出席二零二零年股東週年大會。本公司將努力以更好的方式確定董事

會之年度會議計劃，致使各董事會委員會全體成員將來均能出席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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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將繼續審閱及監察本公司之常規以符合企業管治守則的規定及維持本公司高水準之

企業管治常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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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以規管本公司董事進行之證券交易。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所有董事確認彼等於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已嚴格遵守標準守則所訂之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第 3.21條及企業管治守則設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

是檢討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申報過程及內部監控系統、檢討及批准關連交易及向董事會提

供意見及建議。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審核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陸京生先生、馬少華先生及

胡文先生。陸京生先生及馬少華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胡文先生為非執行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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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審核

委員會亦已與本公司高級管理層討論有關本公司採納之會計政策及實務以及內部控制之事

宜。

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之公告載列之數字，已獲本集團核

數師致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同意，與本集團於本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

載之金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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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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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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小組決定股份轉讓協議須予撤銷，而各訂約方已恢復到各自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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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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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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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訴訟事項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集團並無涉及任何重大訴訟或其他仲裁事

項。董事亦不知悉任何尚未了結或對本集團構成威脅的重大訴訟或索賠。

末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任何末期股息（二零一九年：

無）。

股東週年大會及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期間

本公司將在切實可行情況下盡快安排召開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之時間。召開股

東週年大會之通告將按照上市規則規定之方式刊發並寄發予股東。股東週年大會日期一旦

已落實，本公司將另行於公告及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公布本公司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之

期間。

– 13 –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審核 經審核

（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3 110,407 144,661
收入成本 (85,745) (92,763)

毛利 24,662 51,898
其他收益 4 7,640 3,586
銷售及市場推廣費用 (4,192) (31,024)
行政開支 (170,345) (172,867)
以股份為基礎的酬金開支 (25,978) (2,992)
研發費用 (155) (393)
融資成本 (42,271) (13,265)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虧損）淨額 3,813 (2,273)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允值變動 (13,373) (28,668)
可換股票據之公允值變動 (6,902) —

取消註冊╱出售╱撤銷附屬公司之收益╱（虧損） 4,682 (56,025)
出售聯營公司之虧損 — (12,213)
出售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虧損 — (672)
轉換可換股票據之虧損 (47,711) —

資產減值 8 (126,383) (175,474)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除所得稅前虧損 5 (396,513) (440,382)
所得稅（開支）╱抵免 6 (152) 687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年內虧損 (396,665) (439,695)

已終止經營業務：
年內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的除稅後虧損 16 (5,923) (16,570)

年內虧損 (402,588) (456,265)

年內其他全面虧損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貨幣換算差額 (26,129) (8,938)

年內全面虧損總額 (428,717) (465,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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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審核 經審核

（重列）

下列人士應佔年內虧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持續經營業務 (180,806) (410,646)
—已終止經營業務 (5,586) (8,567)

非控股權益
—持續經營業務 (215,859) (29,049)
—已終止經營業務 (337) (8,003)

(402,588) (456,265)

下列人士應佔年內全面虧損總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持續經營業務 (179,881) (403,593)
—已終止經營業務 (14,637) (12,957)

非控股權益
—持續經營業務 (213,811) (36,549)
—已終止經營業務 (20,388) (12,104)

(428,717) (465,203)

每股虧損

（以每股人民幣分列示） 9
每股基本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17.12) (37.92)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0.53) (0.80)

(17.65) (38.72)

每股攤薄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17.12) (37.92)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0.53) (0.80)

(17.65) (3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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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8,723 145,260
使用權資產 12,196 89,732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4,250 437
商譽 10 — 101,249
無形資產 1,253 281,455
給予第三方之貸款 — 6,443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69,683 63,414
非流動預付款項 — 24,417

136,105 712,407

流動資產
存貨 464 50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51,906 50,512
給予第三方之貸款 — 4,068
受限制銀行結餘 12 32,622 25,463
銀行結餘及現金 79,417 185,848

164,409 266,395

分類為持作銷售的出售集團資產 16 434,853 —

599,262 266,395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3 52,228 87,453
遞延收入 13,493 40,741
可換股票據 14 13,610 96,506
租賃負債 6,231 7,674
應付貸款 12,789 —

所得稅負債 1,940 1,264

100,291 233,638

分類為持作銷售的出售集團負債 16 90,111 —

190,402 233,638

流動資產淨值 408,860 32,75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44,965 745,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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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可換股票據 14 9,734 —

租賃負債 44,944 85,530

應付貸款 2,401 —

遞延稅項負債 — 2,415

57,079 87,945

資產淨值 487,886 657,219

權益

股本 15 335 340

儲備 240,615 418,371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240,950 418,711

非控股權益 246,936 238,508

權益總額 487,886 657,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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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一般資料及編製基準

本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其包括由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

佈的所有適用的個別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及詮釋）編製。

本綜合財務報表亦符合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並包括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

規則」）的適用披露規定。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九日，Allied Esports Entertainment, Inc.（「AESE」）訂立股份購買協議（「購股協議」）（經

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九日及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購股協議修訂）以銷售其全資附屬公司Club Services

Inc（「CSI」）的全部股本。CSI擁有共同營運或從事本公司撲克相關業務的各法定實體的全部權益。World

Poker Tour（「WPT」）為一家國際性的電視播放遊戲及娛樂公司，其自二零零二年起一直涉足撲克運動，

並根據一系列高檔撲克賽事創製一個電視節目。由於本集團已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前承諾進

行出售WPT業務的計劃（「出售集團」），因此出售集團已重新分類為「已終止經營業務」，而其資產及負債

亦已重新分類為「分類為持作銷售的出售集團資產」及「分類為持作銷售的出售集團負債」。有關詳情載於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九日、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及二零二一

年三月三十日之公告以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三月十日之通函。

本綜合財務報表已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財務資產及負債以公允值列賬則除外。非流動資產及持

作出銷售之出售集團乃以賬面值與公允值減銷售成本之較低者列賬。

2.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之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首次應用與本集團營運相關，且對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開始之年度期間之

綜合財務報表有效之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如下：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業務之界定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

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8號

（修訂本）

重大之界定

此外，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本集團已提早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修訂本）「新型冠狀病毒相

關之租金優惠」之修訂本，其將於本集團二零二零年六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

採納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討論如下。除下述附註者外，採納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

編製及呈列當前及過往期間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之方式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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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新型冠狀病毒相關之租金優惠」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僅應用於承租人的會計處理，並對出租人的會計處理概無影響。該修

訂本提供實用權宜方法，讓承租人可迴避評估因新型冠狀病毒直接導致的若干合資格租金優惠（「新型冠

狀病毒相關之租金優惠」）是否屬於租賃修訂，並反而需就該等租金優惠入賬（猶如其並非租賃修訂）一般

處理的需要。

該實用權宜方法僅應用於新型冠狀病毒相關之租金優惠，且亦僅可在下列全部條件均達成下方可應用：

(a) 租賃付款的變動導致對租賃代價有所修訂，而經修訂之代價與緊接變動前之租賃代價大致相同，或

少於緊接變動前之租賃代價；

(b) 租賃付款的任何扣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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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一項租金優

惠導致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或之前的租賃付款有所扣減，且已增加的租賃付款可延伸至二零二

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後，則此項優惠符合此條件）；及

(c) 租賃的其他條款及條件並無實質變動。

本集團已選擇提早採納該等修訂本，並將該實用權宜方法應用至於年內授予本公司的所有合資格新型冠

狀病毒相關的租金優惠。

結果，已收取之租金優惠已於發生觸發該等款項的事件或情況的期間內在損益「其他收益」中確認。截至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入賬之租金優惠總額為人民幣4,395,000元（附註4）。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綜合財務報表獲授權刊發日期，若干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已獲刊發但尚未生效，且並未

獲本集團提早採納。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及相關修訂 3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參考概念框架 5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國際會計準則

第39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第4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第2階段 1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國際會計準則

第28號（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出售或

注入資產 4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 3

國際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作擬定用途前所得款項 2

國際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繁苛合約—履行合約之成本 2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八至二零二零年度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年度

改進 2

1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尚待釐定生效日期
5 於收購╱合併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首個年度期間開始當日或之後進行之業務合

併╱共同控制合併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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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審核 經審核

（重列）

客戶合約收益

聯眾集團

—線上遊戲收入 88,242 92,523

AESE集團

—個人體驗收入 20,629 39,434
—多平台內容收入 1,536 12,704

110,407 144,661

4. 其他收益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審核 經審核

（重列）

其他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377 480

向聯營公司提供貸款之利息收入 — 72

377 552

其他收益淨額

已收新型冠狀病毒相關的租金優惠 (a) 4,395 —

政府補貼收入 (b) 1,431 1,402

雜項收入 1,437 1,632

7,263 3,034

7,640 3,586

(a) 誠如附註 2所披露，本集團已提早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修訂本）「新型冠狀病毒相關的租

金優惠」，並將因有關修訂引進的可行權宜方法應用至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已收取的所有合資格租金優惠。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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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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年內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年內虧損經扣除以下各項後達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審核 經審核

（重列）

融資成本

可換股票據所付利息及交易成本 37,273 7,469

利息開支 1 276

租賃負債的財務費用 4,997 5,520

42,271 13,265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審核 經審核

（重列）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薪酬）

薪金、花紅及津貼 37,755 42,160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883 3,695

遣散費 1,142 2,547

以股份為基礎的酬金開支 25,978 2,992

65,758 51,394

6. 所得稅開支╱（抵免）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審核 經審核

（重列）

即期稅項

中國

—本年度 152 2,002

遞延稅項

暫時性差額的產生及撥回 — (2,689)

所得稅開支╱（抵免） 152 (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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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二零一九年：無）。

8. 資產減值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審核 經審核

（重列）

商譽 — 6,238

無形資產 — 3,316

給予聯營公司的貸款 — 1,828

給予第三方的貸款 — 55,146

非流動預付款項 34,516 —

物業、廠房及設備 51,318 —

使用權資產 27,981 —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2,568 108,946

總計 126,383 175,474

9. 每股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及年內已發行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得出。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經審核 經審核

（重列）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內虧損（人民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180,806) (410,646)
—已終止經營業務 (5,586) (8,567)

(186,392) (419,213)

年內已發行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附註 (i)） 1,055,951,176 1,082,817,928

每股基本虧損（以每股人民幣分計）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17.12) (37.92)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0.53) (0.80)

(17.65) (38.72)

– 22 –



(b)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每股攤薄虧損

每股攤薄虧損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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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已發

行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設有七類具攤薄影響之普通股，即本公司之購股權

計劃，以及由本公司一家附屬公司發行之購股權、認股權證、受限制普通股、可換股票據、單位購

買期權及或然代價股份。其影響已對所呈列之每股基本虧損金額造成反攤薄效應。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設有六類具攤薄影響之普通股，即本公司購股權計

劃，以及由本公司一家附屬公司發行之購股權、認股權證、可換股票據、單位購買期權及或然代價

股份。其影響已對所呈列之每股基本虧損金額造成反攤薄影響。

附註 (i)： 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按發行在外普通股減就股份獎勵計劃購回的普通股的普通

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10. 商譽

商譽賬面淨值可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審核 經審核

於一月一日 101,249 180,441

出售╱撤銷附屬公司 — (74,594)

減值撥備 — (6,238)

匯兌差額淨值 (6,558) 1,640

重新分類為持作銷售 (94,691) —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 101,249

11. 貿易應收款項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

應收第三方 5,248 45,166

減：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544) (27,582)

4,704 17,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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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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2,959 11,608
31至60日 534 1,925
61至90日 575 614
91至180日 359 2,603
181至365日 283 —

超過1年 538 28,416

5,248 45,166

12. 受限制銀行結餘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受限制銀行結餘指已存入託管賬戶的 5,000,000美元（相當於人

民幣 32,622,000元），其將用於由Brookfield或其任何聯屬人士所擁有及╱或營運的購物商場互惠協定下開

發整合電競體驗場地，其將包括一個專營遊戲空間及製作實力，以吸引及啟動電競及其他新興現場活

動。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受限制銀行結餘指已存入託管賬戶之 3,650,000美元（相當於人

民幣25,463,000元），其將用於不同策略舉措，包括於Simon Property旗下商場興建品牌電競設施及電競活

動項目。

13. 貿易應付款項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應付第三方 11,589 17,507

根據確認日期應付第三方之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5,816 8,536
31至60日 69 528
61至90日 3 151
91至180日 284 1,979
181至365日 3,100 5,335
超過1年 2,317 978

11,589 17,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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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可換股票據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即期部分

於二零二零年發行之可換股票據 9,734 —

即期部分

於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發行之可換股票據 13,610 96,506

23,344 96,506

15. 股本

本公司股本變動如下：

股份數目 股份面值

股份的

等值面額

附註 千美元 人民幣千元

法定：

普通股：
於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10,000,000,000 500

已發行及繳足：

普通股：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及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093,355,443 56 340

取消發行股份 (i) (15,555,556) (1) (5)

於二零二零十二月三十一日 1,077,799,887 55 335

附註：

(i) 取消發行股份

於二零一八年二月九日，本公司按發行價每股2.62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 2.16元）發行15,555,556股普

通股，作為收購南京好運美成電子科技有限公司全部股本權益之股份代價。股份於二零一八年二月

九日之收市價為每股2.51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2.0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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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股份轉讓協議須予撤銷，而各訂約方已恢復到各自於訂立股份轉讓協議前的狀況。基於股份轉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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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已撤銷， 15,555,556股代價股份已退回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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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南京收購事項及註銷股份之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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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之公告。

16. 已終止經營業務及已計入分類為持作銷售的出售集團的資產及負債

誠如附註 1所述，於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九日，AESE訂立購股協議以銷售CSI（擁有及經營WPT業務，「出

售集團」）的全部股本權益，惟須待股東及監管機關批准。WPT業務已獲重新分類為已終止經營業務。

(a) 出售集團的資產及負債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流動資產 434,853
流動負債 (90,111)

資產淨值 344,742

(b) 來自出售集團已終止經營業務的年內虧損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總收入 139,139 128,072

開支總額 (145,062) (144,642)

年內虧損 (5,923) (16,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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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與經審核年度業績之間的重大差異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公告，其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未經審核年度業績（「二零二零年未經審核年度業績公告」）。本公司謹

此補充下列有關二零二零年未經審核年度業績公告之資料：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於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年度

業績公告中披露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經審核

財務報表中披露 差異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110,407 110,407 —

收入成本 (85,745) (85,745) —

毛利 24,662 24,662 —

其他收益 7,640 7,640 —

銷售及市場推廣費用 (4,192) (4,192) —

行政開支 (a)、 (b) (150,140) (170,345) (20,205)

以股份為基礎的酬金開支 (b) (51,174) (25,978) 25,196

研發費用 (155) (155) —

融資成本 (42,271) (42,271) —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虧損）淨額 3,813 3,813 —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

公允值變動 (13,373) (13,373) —

可換股票據之公允值變動 (6,902) (6,902) —

取消註冊╱出售╱撤銷附屬公司之

收益╱（虧損） 4,682 4,682 —

轉換可換股票據之虧損 (47,711) (47,711) —

資產減值 (c) (85,711) (126,383) (40,672)

持續經營業務之除所得稅前虧損 (a)、 (b)、 (c) (360,832) (396,513) (35,681)

所得稅（開支）╱抵免 (152) (152) —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年內虧損 (a)、 (b)、 (c) (360,984) (396,665) (35,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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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年度

業績公告中披露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經審核

財務報表中披露 差異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終止經營業務：

年內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的

除稅後虧損 (a) (932) (5,923) (4,991)

年內虧損 (361,916) (402,588) (40,672)

年內其他全面虧損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貨幣換算差額 (28,361) (26,129) 2,232

年內全面虧損總額 (390,277) (428,717) (38,440)

下列人士應佔年內虧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a)、 (b)、 (c) (170,872) (180,806) (9,934)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a) (595) (5,586) (4,991)

非控股權益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190,112) (215,859) (25,747)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337) (337) —

(361,916) (402,588) (40,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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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年度

業績公告中披露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經審核

財務報表中披露 差異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下列人士應佔年內全面虧損總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持續經營業務 (a)、 (b)、 (c) (170,444) (179,881) (9,437)
—已終止經營業務 (a)、 (b)、 (c) (9,843) (14,637) (4,794)

非控股權益

—持續經營業務 (189,910) (213,811) (23,901)
—已終止經營業務 (20,080) (20,388) (308)

(390,277) (428,717) (38,440)

每股虧損

（以每股人民幣分列示）

每股基本虧損

—持續經營業務 (a)、 (b)、 (c) (16.18) (17.12) (0.94)
—已終止經營業務 (a)、 (b)、 (c) (0.06) (0.53) (0.47)

(16.24) (17.65) (1.41)

每股攤薄虧損

—持續經營業務 (a)、 (b)、 (c) (16.18) (17.12) (0.94)
—已終止經營業務 (a)、 (b)、 (c) (0.06) (0.53) (0.47)

(16.24) (17.65)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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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年度

業績公告中披露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經審核
財務報表中披露 差異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c) 60,717 48,723 (11,994)
使用權資產 (c) 46,338 12,196 (34,142)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4,250 4,250 —

無形資產 1,253 1,253 —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69,683 69,683 —

(c) 182,241 136,105 (46,136)

流動資產
存貨 464 464 —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51,906 51,906 —

受限制銀行結餘 32,622 32,622 —

銀行結餘及現金 79,417 79,417 —

164,409 164,409 —

分類為持作銷售的出售集團資產 434,853 434,853 —

599,262 599,262 —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c) 59,924 52,228 (7,696)
遞延收入 13,493 13,493 —

可換股票據 (d) — 13,610 13,610
租賃負債 6,231 6,231 —

應付貸款 (e) 3,517 12,789 9,272
所得稅負債 1,940 1,940 —

(c)、 (d)、 (e) 85,105 100,291 15,186

分類為持作銷售的出售集團負債 90,111 90,111 —

(c)、 (d)、 (e) 175,216 190,402 15,186

流動資產淨值 (c)、 (d)、 (e) 424,046 408,860 (15,18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c)、 (d)、 (e) 606,287 544,965 (6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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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年度

業績公告中披露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經審核
財務報表中披露 差異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可換股票據 (d) 23,344 9,734 (13,610)

租賃負債 44,944 44,944 —

應付貸款 (e) 11,673 2,401 (9,272)

(d)、 (e) 79,961 57,079 (22,882)

資產淨值 (c) 526,326 487,886 (38,440)

權益

股本 335 335 —

儲備 (c) 252,570 240,615 (11,955)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252,905 240,950 (11,955)

非控股權益 (c) 273,421 246,936 (26,485)

權益總額 (c) 526,326 487,886 (38,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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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8. 資產減值

於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年度

業績公告中披露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經審核

財務報表中披露 差異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預付款項 34,516 34,516 —

物業、廠房及設備 (c) 38,627 51,318 12,691

使用權資產 (c) — 27,981 27,98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2,568 12,568 —

總計 85,711 126,383 40,672

9. 每股虧損

附註

於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年度

業績公告中披露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經審核

財務報表中披露 差異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內虧損

（人民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a)、 (b)、 (c) (170,872) (180,806) (9,934)
—已終止經營業務 (a) (595) (5,586) (4,991)

(171,467) (186,392) (14,925)

年內已發行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55,951,175 1,055,951,175

每股基本虧損（以每股人民幣分計）
—持續經營業務 (16.18) (17.12) (0.94)
—已終止經營業務 (0.06) (0.53) (0.47)

(16.24) (17.65)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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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即就二零二零年之僱員花紅及與WPT僱員有關的遣散費將人民幣 4,991,000元自「行政開支」重新分類至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年內除稅後虧損」。

(b) 即將因撤回於託管賬戶持有之現金而向Simon Equity Development, LLC流失之受限制銀行結餘自以股份為

基礎之酬金重新分類至行政開支。

(c) 即電競業務之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使用權資產之減值，此乃由於管理層決定非流動資產之預期現金流

量將不足以彌補該等資產之賬面值而產生減值所致。

(d) 即將二零一九年發行之可換股票據自非即期部分重新分類至即期部分。

(e) 即將應付階段貸款自非即期部分重新分類至即期部分。應付階段貸款將於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到

期，惟將於WPT獲出售後支付。應付階段貸款之利息已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三日開始按年息率 12%累

計。根據應付階段貸款結欠之本金及利息不可轉換為AESE股份。應付階段貸款以WPT業務作擔保，故

於出售交易交割後必須結清應付階段貸款。因此，應付階段貸款已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分類為

流動負債。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二零二零年未經審核年度業績公告所載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業績維持不變。

刊登年度業績公告及年度報告

本年度業績公告已刊登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www.lianzhong.com。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報將刊載於前述網

站，並將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三十日或之前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承董事會命

聯眾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李揚揚

主席兼執行董事

北京，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就本公告而言，在適用情況下已採用 1美元兌 7.75215港元之匯率，僅供說明用途，且並不構成任何金額已

經、可能已經或可能於有關一個或多個日期或任何其他日期按該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進行兌換的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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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