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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未經審核年度業績公告及董事調任

未經審核年度業績

本公告所載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未經審核年度業績未經審核，

亦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同意，因此可能出現變動及有別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年度業績所呈列者。因此，本公司股東（「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

本公司證券時務須審慎行事。任何股東及有意投資者如有任何疑問，應諮詢專業或財務顧

問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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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變動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收入 143,815 110,407 30.3%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持續經營業務 (1) (72,067) (180,806) 60.1%
—已終止經營業務 (1) 103,437 (5,586) (1,951.7%)

31,370 (186,392) (116.8%)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以每股人民幣分列示）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1) (6.80) (17.12) 60.3%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1) 9.76 (0.53) (1,941.5%)

2.96 (17.65) (116.8%)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1) (6.80) (17.12) 60.3%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1) 9.76 (0.53) (1,941.5%)

2.96 (17.65) (116.8%)

(1) 就本未經審核年度業績公告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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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地理位置劃分收入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變動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1) 111,836 88,242 26.7%
中國境外 (2) 31,979 22,165 44.3%

總收入 143,815 110,407 30.3%

(1) 就本未經審核年度業績公告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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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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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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未經審核的年度業

績。未經審核的年度業績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及批准。

於本公告日期，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業績的審核程序尚未

完成。本公告所載未經審核業績並未獲得本公司核數師同意。有關經審核業績的公告將於

審核程序完成時刊發。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透過AESE）向一名第三方出售其非全資

附屬公司Club Services, Inc.（「CSI」）（其經營World Poker Tour業務「WPT」）的全部股權。據

AESE所告知，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重現，AESE的核數師無法及時整理及核實有關WPT

於出售前營運的若干資料，進而導致編製AESE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

度業績出現延誤，AESE就此與WPT協調以盡快提供。連同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對中國的影

響，物流限制導致自供應商取得若干外部確認有所延遲。因此，本集團的呈報及審核程序

受到影響，可能無法如期完成。本公司無法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第 13.49條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刊發須獲得本公司核數師同意的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業績公告。

然而，本公司依然能夠呈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未經審核年度

業績並根據上市規則第13.49 (3)條刊發有關業績，其已經審核委員會審閱，惟尚未獲得本公

司核數師同意。據本公司核數師告知，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

審核業績刊發時，本公告所披露的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可能會有所變動。根據可得資料，

本公司預期將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三十日或之前刊發其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的經審核年度業績。

業務回顧

二零二一年，我們採取了積極行動應對國內外整體監管環境以及市場的持續挑戰。本公司

堅持國內國外「雙循環」的整體戰略，持續挖掘整體存量業務，做深做透，同時積極開發新

增業務。本公司中國業務穩定及健康發展，其現有業務持續「增值」，尤其是「遊戲大廳」業

務。與此同時，本公司在諸如移動遊戲業務、MCN（多渠道網絡）遊戲直播等新賽道上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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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在中國境外的電競活動、線下賽事開展雖因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受到一定限制，

但有關活動已逐漸恢復並獲得合作夥伴及贊助商的持續認可。同時新一屆董事會和管理層

基於整體的戰略規劃，對部分存量業務及投資進行整合和重組，以及對歷史遺留問題進行

積極的應對，持續保護和增加股東利益。

在擁有20年以上歷史的PC端遊戲方面，本公司的平臺業務板塊做出了多方面的優化調整，

如提高優質客戶的體驗感，進一步增強品牌粘性及可視性，並將近期廣受歡迎的短視頻與

直播項目相結合，以提高用戶活躍度，推動二零二一年PC端收入的持續健康增長。本公司

未來將進一步挖掘平臺大廳用戶的價值，並持續為數億平臺用戶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在傳統棋牌項目上，聯眾持續推進與不同渠道的合作戰略。與視頻平臺巨頭愛奇藝以及其

他優質渠道合作穩步推進的同時，聯眾旗下多款移動遊戲產品已開啟全渠道合作，目前已

在OPPO、 58同城、騰訊手機QQ、微信小程序、VIVO、小米、UC、快手等 20多個渠道，

涵蓋硬核遊戲、內容、社群、工具類 app等多元化平臺，完成整體佈局。聯眾旗下的遊戲產

品《馬上鬥地主》與趣頭條等合作方也進行了深度合作，產品已獲得市場認可，未來會將該

產品模式複製到其他產品並推廣到其他合作方進行發行，繼續深耕傳統棋牌市場，同時在

益智遊戲方面也將持續做出新的探索。

基於聯眾棋牌領域的行業優勢地位，本公司組建了專注於棋牌遊戲內容的MCN運營團隊。

目前，運營團隊已打造自有主播陣營，分佈在麻將、鬥地主、象棋、國際象棋、四國軍

棋、橋牌等品類。MCN團隊持續創作專業棋牌內容，創建棋牌品類KOL，在抖音、快手等

短視頻平臺及愛奇藝、 bilibili等傳統視頻內容平臺已擁有《麻將競技君》，《競技麻將賽事頻

道》、《圍棋世界》等多個人氣棋牌賬號，持續輸出和打造主播個人 IP，對高競技水平、優質

用戶進行直播及多品牌覆蓋。同時MCN業務也與快手官方棋牌遊戲達成合作，助力快手官

方棋牌遊戲在直播領域的推廣。這是聯眾與其他棋牌廠商合作共贏的新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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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業務方面，本公司之非全資控股的子公司AESE經二零二零年近一年的業務和公司結構

調整，積極適應當下市場環境，線上賽事、節目製作方面獲得新突破，並獲合作夥伴、贊

助商達成續約、二次合作等。於二零二一年年初，AESE子公司聯眾電競 (Allied Esports)與

HyperX續簽了一份長期合作協議，HyperX將繼續獨家冠名位於美國拉斯維加斯盧克索酒店

中的聯眾電競全球旗艦電競館。於二零二一年五月，聯眾電競與新興移動直播平臺Trovo就

賽事執行及平臺內容構建達成合作協議。雙方將創建全新電競系列賽事Trovo Titans，該賽

事覆蓋北美、拉丁美洲及歐洲地區，總獎勵達 25萬美元，充分發揮了聯眾電競在賽事活動

策劃、全球落地執行及內容輸出等方面的優勢資源。

與此同時，本公司在澳門設立的聯眾亞洲有限公司，正在積極部署開展業務，以藉助我們

於地域娛樂休閒的優勢，並發展智力競技遊戲，覆蓋新加坡、越南、柬埔寨等東南亞地

區，發展智力競技遊戲。在日本的投資、合營、授權等多項合作正在有序推進中。

自 1998年成立以來，雖歷經市場挑戰，聯眾繼續專注於棋牌遊戲並以此為基礎，構建了集

在線遊戲、競技賽事、節目製作、在線直播等為一體的智力運動生態圈，繼續邁向全球體

育娛樂市場，形成港股、美股聯動海內外「雙循環」態勢。相信在日後發展中，聯眾將向著

全球頂級體育娛樂公司的目標繼續邁進。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1. 概覽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為人民幣31.4百萬

元（包括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虧損人民幣 72.0百萬元及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溢利人民

幣103.4百萬元），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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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損則為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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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主要由於出售WPT

業務的收益所致。

– 5 –



2. 收入

於二零二一年，本集團的收入為人民幣 143.8百萬元，較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的人民幣 110.4百萬元增加人民幣33.4百萬元或 30.3%。有關增加主要產生自新

業務舉措下的中國棋牌遊戲業務。此外，AESE的個人體驗收入有所增加，主要歸因於

AESE位於拉斯維加斯HyperX Esports Arena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容量限制取消所致。

3. 收入成本及毛利率

於二零二一年，本集團的收入成本為人民幣87.7百萬元，較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的人民幣 85.7百萬元增加人民幣 2.0百萬元或 2.2%。本集團的毛利率由截至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22.3%增加至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的39.0%。本集團的毛利率有所增加主要由於自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起，北京聯眾互

動網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聯眾」）與北京邁普太奇科技有限公司的獨家營運協議終

止，故成本分配有所不同。

4. 其他收入

於二零二一年，本集團的其他收入為人民幣9.0百萬元，較二零二零年的人民幣7.6百萬

元增加人民幣 1.4百萬元或 17.9%。此乃主要由於銀行利息收入增加以及薪資保護計劃

貸款及利息寬免收益（被已收新型冠狀病毒相關的租金優惠減少所抵銷）。

5. 銷售及市場推廣費用

於二零二一年，本集團的銷售及市場推廣費用為人民幣22.0百萬元，較二零二零年的人

民幣 4.2百萬元增加人民幣 17.8百萬元或 424.4%。有關增加主要由於本集團於年內加強

與多個分銷渠道的合作以及自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起上文所述與北京聯眾的獨家營運

協議終止使成本分配有所不同。

6. 行政開支

於二零二一年，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為人民幣 142.0百萬元，較二零二零年的人民幣 170.3

百萬元減少人民幣 28 .3百萬元或 16 .7 %。該減少乃主要由於根據與 S imon Equ i t y

Development, LLC（「Simon」）訂立之投資協議將於託管賬戶持有之現金提取給Simon而導

致之受限制銀行結餘損失，但AESE並無要求 Simon退回其在二零二零年投資所得之

AESE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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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研發費用

於二零二一年，本集團的研發費用為人民幣 24.1百萬元，較二零二零年的人民幣 0.2百

萬元增加人民幣 23.9百萬元或 15,474.8%。該增加乃由於加大對網絡遊戲新版本或更新

版本的開發力度及相關研發活動產生的成本以及自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起上文所述的

獨家營運協議終止使成本分配有所不同所致。

8.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允值變動

於二零二一年，概無確認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允值變動，而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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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百萬元。二零二零年錄

得虧損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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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贖回╱轉換可換股票據的收益╱（虧損）

於二零二一年，本集團的贖回╱轉換可換股票據收益為人民幣 6.5百萬元，而截至二零

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贖回╱轉換可換股票據虧損為人民幣47.7百萬元。該金額

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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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資產減值

於二零二一年，本集團的資產減值為人民幣 0.5百萬元，而於二零二零年則為人民幣

126.4百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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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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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出售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收益

出售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收益（計入已終止經營業務產生的期內溢利╱（虧損））人民幣

323.5百萬元來自出售本公司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CSI之全部股權，其擁有共同營運或從

事本公司撲克相關業務的各法定實體的全部權益，一般稱為W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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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為人民幣31.4百萬

元（包括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虧損人民幣 72.0百萬元及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溢利人民

幣103.4百萬元），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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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主要由於出售WPT業

務所得收益所致。

13. 所得稅抵免╱（開支）

於二零二一年，本集團的所得稅抵免為人民幣0.03百萬元，而於二零二零年則為所得稅

開支人民幣0.2百萬元。

14. 流動資金與資金及借款來源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結餘及現金總額由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的人民幣 79.4百萬元增加 666.9%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民幣 609.1百

萬元。該增加乃由於出售WPT業務所得款項。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

的流動資產為人民幣 705.7百萬元，包括銀行結餘及現金為人民幣 609.1百萬元及其他流

動資產為人民幣 96.6百萬元。本集團之流動負債為人民幣 74.1百萬元，其中貿易及其他

應付款項為人民幣48.8百萬元以及遞延收入為人民幣 16.6百萬元及其他流動負債為人民

幣 8.7百萬元。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流動資產對流動負

債的比率）為 9.52，而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 3.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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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比率為零（二零二零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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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重大投資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任何重大投資。

16. 重大收購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任何重大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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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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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iii)借助外部財務來源獲得專業知識及

擴大規模。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為人

民幣 70.4百萬元（計入為非流動資產人民幣 62.8百萬元及流動資產人民幣 7.6百萬元）（二

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69.7百萬元，計入為非流動資產）。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非上市權益投資之投資為人民幣 70.4百萬元

（計入為非流動資產人民幣 62.8百萬元及流動資產人民幣 7.6百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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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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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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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上述被計入為非流動資產的投資公司概無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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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公司為互聯網、體育及娛樂行業，預期將為我們提供平台，以利

用我們的經驗及資源，並將投資風險減至最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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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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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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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入為非流動資產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一月一日 69,683 63,414

添置 — 19,725

出售 (6,850) —

於損益確認之公允值變動 — (13,373)

匯兌差額 — (83)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公允值 62,833 69,683

計入為流動資產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一月一日 — —

添置 9,000 —

出售 (1,500) —

股息收入 77 —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公允值 7,5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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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重大出售

除本公告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6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出售事項。

19.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概無資產抵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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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二零年：無）。

21. 外匯風險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及美利堅合眾國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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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業務並無重大外匯風險。

22. 僱員薪酬及政策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僱用180名僱員，其中99名於中國（包括香港）

負責遊戲開發與運營或一般行政，以及 81名負責AESE。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薪酬開支總額（包括以股份為基礎之酬金開支）為人民幣 77.2百萬元，較二

零二零年增加17.4%。

23. 自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以來發生之事項

自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結束以來，本集團並無發生任何重大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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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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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的適用守則條文，惟下文所述的偏離情況則除外。

守則條文第C .2.1條（原守則條文第A .2.1條）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並不

應由一人同時兼任。自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一日止期間，李揚揚先生

（「李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董事會主席（「主席」）兼代理行政總裁（「行政總裁」）。當時的獨

立非執行董事陸京生先生（「陸先生」）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一日獲調任為執行董事，並獲委任

為行政總裁。緊隨陸先生獲委任為行政總裁後，李先生已辭任代理行政總裁一職。於擔任

代理行政總裁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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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李先生擔任主席及代理行政總裁之職務（直至彼於二

零二一年五月一日辭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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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於下文所述一名董事調任後），董事

會由一名執行董事、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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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等確認彼等於截至

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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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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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未經審核年度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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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公告日期，審核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章力先生、馬少華先生及劉學明先生。章力

先生及馬少華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劉學明先生為非執行董事。章力先生為審核委員會

主席。

由於本公告「概覽」一節所述原因，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業

績審核程序尚未完成。本公告所載未經審核年度業績尚未獲得本公司核數師同意。有關本

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業績的公告將於審核程序完成時刊

發。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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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程序

針對北京聯眾及天津中棋提出法律訴訟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五月三十一日的自願公告，據此，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三十

一日，北京聯眾與天津中棋及國家體育總局棋牌運動管理中心就棋牌綜合業務網絡化管理

項目訂立合作協議（經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合作協議之補充協議所補充）（統稱

為「該等合作協議」）。

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北京聯眾及天津中棋接獲北京仲裁委員會的仲裁通知，當中附載日

期為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二日由申請人向北京仲裁委員會提交針對北京聯眾（作為第一被

申請人）及天津中棋（作為第二被申請人）的仲裁申請，要求就仲裁程序索取損害賠償，申

請人索償的損害賠償總額約為人民幣 90百萬元。於本公告日期，仲裁程序仍在進行中，尚

未作出仲裁裁決。

有關仲裁程序的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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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集團並無涉及任何重

大法律程序或其他仲裁事項。董事亦不知悉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任

何尚未了結或對本集團構成威脅的重大法律程序或索賠。

末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任何末期股息（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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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規定之方式刊發並寄發予股東。

股東週年大會日期一經落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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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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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3 143,815 110,407
收入成本 (87,670) (85,745)

毛利 56,145 24,662
其他收益 4 9,011 7,640
銷售及市場推廣費用 (21,981) (4,192)
行政開支 (141,946) (170,345)
以股份為基礎的酬金開支 (18,686) (25,978)
研發費用 (24,141) (155)
融資成本 (5,976) (42,271)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淨額 — 3,813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允值變動 — (13,373)
出售聯營公司之收益 7,608 —

取消註冊╱出售╱撤銷附屬公司之收益 — 4,682
出售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收益 110 —

投資物業之公允值變動 150 —

可換股票據之公允值變動 — (6,902)
轉換╱贖回可換股票據之收益╱（虧損） 6,453 (47,711)
資產減值 8 (485) (126,383)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除所得稅前虧損 5 (133,738) (396,513)
所得稅抵免╱（開支） 6 34 (152)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年內虧損 (133,704) (396,665)

已終止經營業務：
期╱年內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除稅後溢利╱（虧損） 16 338,031 (5,923)

年內溢利╱（虧損） 204,327 (402,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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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83) (26,129)

年內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175,544 (428,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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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下列人士應佔年內溢利╱（虧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持續經營業務 (72,067) (180,806)
—已終止經營業務 103,437 (5,586)

31,370 (186,392)

非控股權益
—持續經營業務 (61,637) (215,859)
—已終止經營業務 234,594 (337)

172,957 (216,196)

204,327 (402,588)

下列人士應佔年內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持續經營業務 (92,723) (179,881)
—已終止經營業務 103,437 (14,637)

10,714 (194,518)

非控股權益
—持續經營業務 (69,764) (213,811)
—已終止經營業務 234,594 (20,388)

164,830 (234,199)

175,544 (428,717)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以每股人民幣分列示） 9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6.80) (17.12)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9.76 (0.53)

2.96 (17.65)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6.80) (17.12)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9.76 (0.53)

2.96 (1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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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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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40 48,723
使用權資產 10,576 12,196
投資物業 2,900 —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 4,250
商譽 10 — —

無形資產 2,411 1,253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62,833 69,683

108,360 136,105

流動資產
存貨 565 46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51,482 51,906
給予第三方之貸款 — —

可收回稅項 2,153 —

受限制銀行結餘 12 34,897 32,622
銀行結餘及現金 609,070 79,417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7,577 —

705,744 164,409

分類為持作銷售的出售組別資產 16 — 434,853

705,744 599,262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3 (48,780) (52,228)
遞延收入 (16,571) (13,493)
可換股票據 14 — (13,610)
應付貸款 — (12,789)
租賃負債 (8,785) (6,231)
所得稅負債 — (1,940)

(74,136) (100,291)

分類為持作銷售的出售組別負債 16 — (90,111)

(74,136) (190,402)

流動資產淨值 631,608 408,86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39,968 544,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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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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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動負債

可換股票據 14 — (9,734)

租賃負債 (41,926) (44,944)

應付貸款 — (2,401)

(41,926) (57,079)

資產淨值 698,042 487,886

權益

股本 15 335 335

儲備 284,242 240,615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284,577 240,950

非控股權益 413,465 246,936

權益總額 698,042 487,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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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一般資料及編製基準

該等未經審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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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亦符合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並包括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規定。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九日，本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司AESE訂立股份購買協議（「購股協議」）（分別於二零

二一年三月十九日及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經修訂）以銷售其全資附屬公司CSI的全部股本。CSI擁有

共同營運或從事本公司樸克相關業務（通常名為WPT）的各法定實體的全部權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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樸克運動，並根據一系列高檔樸克賽事創製一個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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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組別」）的計劃，

因此出售組別已重新分類為「已終止經營業務」，而其資產及負債亦重新分類為「分類為持作銷售的出售

組別資產」及「分類為持作銷售的出售組別負債」。

於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二日，AESE與買家完成買賣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據此，（其中包括）AESE向買方

出售CSI全部發行在外股本。CSI為AESE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直接或間接擁有各法定實體的全部發行

在外股本，而該等法定實體共同營運或從事AESE的WPT業務。

於二零二一年七月一日（美國時間）舉行的AESE股東特別大會上，已批准根據相關買賣協議（及其後續修

訂）以總代價105百萬美元出售本公司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CSI的全部股權（「出售事項」）。

於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二日，AESE完成以總購買價106.2百萬美元出售WPT業務（反映截至於銷售交易結束

時的若干調整），並發佈新聞稿宣佈完成出售CSI。

本未經審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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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以賬面值與公允值減銷售成本之較低者列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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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於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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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對本集團於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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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號（修訂本）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後之新型冠狀病毒相關

租金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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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第2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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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後之新型冠狀病毒相關租金優惠」

本集團之前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所述的可行權宜方法，讓本集團作為承租人在符合合資格條件

下，毋須評估直接由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產生的租金優惠是否屬租賃修訂。該等條件的其中一項規定租賃

付款減少僅影響原本於特定期限或之前到期的付款。二零二一年的修訂本將此期限由二零二一年六月三

十日延長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本集團於本財政年度提早採納二零二一年修訂本。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度並

無收取任何租金優惠，故此該修訂本對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並無影響。其對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的年初

權益結餘並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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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號（修訂本）「利率基準改革—第2階段」（「第2階段修訂本」）

該等修訂本就以下各項提供有針對性之寬免： (i)釐定金融資產、金融負債及租賃負債之合約現金流量基

準變動之會計處理（作為修訂）；及 (ii)當銀行同業拆息改革（「銀行同業拆息改革」）導致利率基準被替代

基準利率取代時之終止對沖會計處理。由於本集團並無合約與受銀行同業拆息改革規限之基準利率掛

鈎，故該等修訂本對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並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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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於該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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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參考概念框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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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 2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會計政策之披露 2

國際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 會計估計之定義 2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與單一交易所產生與資產及負債有關之遞延稅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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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國際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虧損性合約—履行合約之成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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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會計指引第5號 共同控制之合併會計法 4

1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尚待釐定生效日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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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收入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客戶合約收入

聯眾集團

—線上遊戲收入 111,836 88,242

AESE集團

—個人體驗收入 27,109 20,629
—多平台內容收入 4,870 1,536

143,815 11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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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益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其他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2,057 377

股息收入 77 —

2,134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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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資保護計劃貸款及利息寬免收益 5,888 —

雜項收入 989 1,437

6,877 7,263

9,011 7,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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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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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利╱（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年內溢利╱（虧損）經扣除以下各項後達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融資成本

可換股票據所付利息 602 37,273

利息開支 1,132 1

租賃負債的財務費用 4,242 4,997

5,976 42,271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薪酬）

薪金、花紅及津貼 50,205 37,755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5,705 883

遣散費 2,581 1,142

以股份為基礎的酬金開支 18,686 25,978

77,177 65,758

6. 所得稅（抵免）╱開支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稅項

中國

—本年度 — 152
— 過往年度 (34) —

所得稅（抵免）╱開支 (34)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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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二零二零年：無）。

8. 資產減值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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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貨 41 —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444 12,568

總計 485 126,383

9. 每股盈利╱（虧損）

(a)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按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及年內已發行的普通股加權平均

數計算得出。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虧損）（人民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72,067) (180,806)
—已終止經營業務 103,437 (5,586)

31,370 (186,392)

年內已發行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59,489,688 1,055,951,176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以每股人民幣分計）
—持續經營業務 (6.80) (17.12)
—已終止經營業務 9.76 (0.53)

2.96 (1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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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每股攤薄盈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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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

利╱（虧損）及年內已發行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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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購買期權及或然

代價股份。有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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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影響已對所呈列之每股基本虧損金額造成反攤薄影響。

10. 商譽

商譽賬面淨值可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一月一日 — 101,249

匯兌差額淨值 — (6,558)

重新分類為持作銷售 — (94,691)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 —

11. 貿易應收款項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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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6 5,248

減：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943) (544)

6,283 4,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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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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3,533 2,959

31至60日 1,073 534

61至90日 961 575

91至180日 756 359

181至365日 696 283

超過1年 207 538

7,226 5,248

12. 受限制銀行結餘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受限制銀行結餘主要指已存入託管賬戶的 5,000,000美元（相當

於人民幣31,852,000元）（二零二零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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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貿易應付款項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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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53 11,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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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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5,271 5,816

31至60日 534 69

61至90日 600 3

91至180日 288 284

181至365日 720 3,100

超過1年 2,640 2,317

10,053 11,589

14. 可換股票據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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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3,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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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美元 人民幣千元

法定：

普通股：
於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0,000,000,000 500

已發行及繳足：

普通股：
於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077,799,887 55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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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已終止經營業務及已計入分類為持作銷售的出售組別的資產及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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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組別」）的全部股本權益。WPT業務已獲重新分類為已終止經營業務。

(a) 出售組別的資產及負債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經審核

流動資產 434,853

流動負債 (90,111)

資產淨值 344,742

(b) 出售組別已終止經營業務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二日期間的溢利╱截至二零二

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虧損）如下：

截至

二零二一年

七月十二日

止期間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收入 83,995 139,139

開支總額 (69,500) (145,062)

期內╱年內溢利╱（虧損） 14,495 (5,923)

出售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收益 323,536 —

期內╱年內產生自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溢利╱（虧損） 338,031 (5,923)

(c) 出售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收益

於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二日，出售CSI股權完成，該公司擁有及營運WPT業務。於完成出售後，本公

司確認出售收益約人民幣 323.5百萬元，乃參考下列後計算： (i)根據出售買方應付的總代價； (ii)出

售組別於完成日期的遞延生產成本、無形資產及其他已售資產的賬面值； (iii)出售組別於完成日期

持有的現金結餘； (iv)買方承擔的負債；及 (v)出售的相關交易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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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未經審核年度業績公告及年度報告

本未經審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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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報將刊載於前

述網站，目前預期將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三十日或之前寄發予股東。倘本公司預期延遲刊發

及寄發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本公司將適時作出進一步公

告。

董事調任

董事會宣佈，應執行董事李先生要求，李先生已調任為非執行董事，並將繼續擔任主席以

及本公司提名及企業管治委員會（「提名及企業管治委員會」）主席，自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

一日起生效。李先生將退任執行董事職位，以便有更多時間陪伴其家人及追求自己的其他

個人事業的發展。

李先生的履歷詳情如下：

李揚揚先生， 43歲，於二零二零年六月獲委任為執行董事，並於二零二二年三月調任為非

執行董事。李先生出任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的董事。彼亦為主席及提名及企業管治委員會

的主席。

李先生自二零一四年起擔任更生行集團董事長及澳門財信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二零零八

年，彼整合浙江東陽大象傳媒有限公司、北京大象國眾廣告有限公司及北京大象至元文化

傳媒有限公司為大象傳媒集團，並擔任大象傳媒集團董事長；彼於二零零三年成立商媒中

國廣告及會展有限公司，並出任其行政總裁；二零零一年，彼擔任中國航天長城工業總公

司總裁助理。

有關彼之調任，李先生已訂立新服務合約，任期由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開始，其亦須

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輪席退任及膺選連任。於彼的委任期內，李先生將有權收取年度

薪酬待遇總額相當於約人民幣 0.47百萬元（就不完整年份，按比例金額）。李先生的薪酬乃

經參考彼職責及責任、本公司的薪酬政策及現行市況標準釐定。

於本公告日期，根據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的披露規定，李

先生於 316,846,906股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益。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本公告日期，李先生

已確認 (i)彼與任何董事、本公司高級管理層、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關係； (ii)彼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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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於本公司股份中擁有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界定之任何權益； (iii)彼概無於本公司

或本集團其他成員公司擔任其他職務；及 (iv)彼於過去三年並無在其證券於香港或海外任何

證券市場上市之任何其他公眾公司擔任任何其他董事職務。

李先生確認，概無任何其他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 13.51 (2)條第 (h)至 (v)段項下的任何規定

予以披露，亦無其他有關其獲調任為非執行董事之事宜需提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

股東垂注。

於李先生調任後，董事會將由九名成員組成，包括一名執行董事、五名非執行董事及三名

獨立非執行董事。

董事會謹此感謝李先生就任執行董事期間為本公司作出的寶貴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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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就本公告而言，在適用情況下已採用 1美元兌人民幣 6.3704元及人民幣 1元兌 1.2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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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京生先生；非執行董事李揚揚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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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