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

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

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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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發ALLIED GAMING & ENTERTAINMENT INC .
二零二二年年度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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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前稱Allied Esports Entertainment Inc.）（「AGAE」）刊發其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的年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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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四日（美國時間），本公司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AGAE刊發其截至二

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報告。AGAE股份於納斯達克股票市場上市。

– 1 –



下列AGAE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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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並已經其會計師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美元 美元

收入

個人體驗 6,100,912 4,201,259
多平台內容 251,558 754,781

收入總額 6,352,470 4,956,040

成本及支出

個人體驗（不包括折舊及攤銷） 4,994,610 3,688,527
多平台內容（不包括折舊及攤銷） 109,563 386,723
銷售及市場推廣支出 234,813 294,417
一般及行政支出 10,482,421 13,052,963
折舊及攤銷 2,065,348 3,305,895
物業及設備減值 67,500 —

數字資產減值 164,411 —

成本及支出總額 18,118,666 20,728,525

營運虧損 (11,766,196) (15,772,485)

其他收入（支出）
PPP貸款及利息寬免收益 — 912,475
其他收入淨額 153,009 68,917
利息收入（支出）淨額 789,302 (268,752)

其他支出總額 942,311 712,640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虧損 (10,823,885) (15,059,845)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收入 — 66,741
WPT銷售的收益 — 77,858,835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收入，扣除稅項 — 77,925,576

淨（虧損）收入 (10,823,885) 62,865,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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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於

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美元 美元

總資產 97,729,675 105,803,672

總負債 9,825,607 7,156,865

總股東權益 87,904,068 98,646,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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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業績說明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與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比較

收入

個人體驗收入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 4.2百萬美元增加約 1.9百萬美元

或 45%至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 6.1百萬美元。個人體驗收入增加乃由於

以下各項所致： (a)於二零二二年第一季度訂立的一份新合約的贊助收入增加 1.1百萬美

元， (b)主要因AGAE位於拉斯維加斯的HyperX Esports Arena在二零二一年六月一日解除新

型冠狀病毒疫情相關場地限制，餐飲、門券及遊戲及商品的收入增加0.4百萬美元；及 (c)活

動收入增加 0.4百萬美元。活動收入增加 0.4百萬美元包括工作室及卡車租賃收入增加 1.1百

萬美元，HyperX Esports Arena活動收入增加0.3百萬美元，主要由於二零二二年較二零二一

年的活動規模更大，以及租賃收入減少1.0百萬美元，乃由於二零二一年訂立的新合約並無

於二零二二年重續所致。

多平台內容收入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 755千美元減少約 504千美元或

67%至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251千美元。多平台內容收入減少乃由於二

零二一年第二季度訂立的合約並無於二零二二年重續所致。

成本及支出

個人體驗成本（不包括折舊及攤銷）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3.7百萬美元

增加約1.3百萬美元或35%至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5.0百萬美元。個人體

驗成本增加乃由於 (a) AGAE位於拉斯維加斯的HyperX Esports Arena在二零二一年六月一日

解除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相關場地限制，導致規模更大的活動及獎金更高的額外比賽產生活

動成本增加 1.8百萬美元；及 (b)因AGAE的NASCAR活動增設卡車停車點導致卡車成本增加

0.4百萬美元。該增加被由於二零二一年訂立的新合約並無於二零二二年重續導致生產成本

減少0.9百萬美元所抵銷。

多平台內容成本（不包括折舊及攤銷）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 387千美

元減少約 277千美元或 72%至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 110千美元。多平台

內容成本減少與二零二一年第二季度訂立新合約成本增加相符，而有關合約於二零二二年

並無重續。該減少部分被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NFT銷售有關的成本增加

所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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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及市場推廣支出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294千美元減少約59千美元

或20%至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235千美元。銷售及市場推廣支出減少乃

由於二零二一年支出較高，原因為AGAE加大市場推廣力度，以提高人們對位於拉斯維加

斯的HyperX Esports Arena全部場館已經全面開放的認識。

一般及行政支出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 13.1百萬美元減少約 2.6百萬美

元或 20%至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 10.5百萬美元。一般及行政支出減少

是由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支出較高所致，原因如下： (i)由於二零二

一年向AGAE前任行政總裁授出董事補助及限制性股份單位產生以股份為基礎的酬金 1.1百

萬美元； (ii)與出售WPT有關的法律及專業費用0.7百萬美元； (iii)企業薪金及獎金 1.1百萬美

元；及 (iv)其他一般及行政支出 0.1百萬美元。企業薪金支出較二零二一年減少被二零二二

年因終止僱用AGAE的前任行政總裁所產生的離職福利支出增加0.4百萬美元所抵銷。

折舊及攤銷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 3.3百萬美元減少約 1.2百萬美元或

38%至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2.1百萬美元。該減少主要由於期外調整0.6

百萬美元，以糾正以往期間的租賃裝修工程攤銷所致。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物業及設備減值約為 68千美元，而截至二零二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為 0美元。該減值乃由於管理層認為來自若干設備的預測現金流

量不足以收回該等資產的賬面值所致。

AGAE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確認約 164千美元的數字資產減值。出現減

值虧損乃由於活躍交易所的市價低於數字資產的賬面值。在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AGAE賬面上概無任何以太幣或其他數字資產。

薪酬保障計劃（「PPP」）貸款及利息寬免收益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AGAE就全面寬免PPP貸款及其相關利息確認收益

約912千美元。

其他收入淨額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AGAE確認其他收入淨額約 153千美元，而截至二

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則錄得其他收入淨額約 69千美元。該增加乃由於撥回不再

應繳的應付所得稅所致。該增加被二零二二年的認股權證負債的公平值變動所輕微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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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收入（支出）淨額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利息收入（支出）淨額分別約為0.8百

萬美元及約 (0.3)百萬美元，利息收入增加約1.1百萬美元或394%。利息支出減少乃由於期內

以WPT銷售所得款項抵銷未償還應付票據及可轉換票據的本金結餘所致。截至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利息收入乃因出售WPT收取的現金所賺取的利息所致。

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業績

AGAE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確認已終止經營業務除稅後收入約77.9百萬

美元，主要由於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二日出售WPT業務所致。

請參閱由AGA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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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表格，以了解進一步詳請。

10 -K表格所載的AGAE財務業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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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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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AE財務業績直接比較。因此，本公司無法保證AGAE截至二零二

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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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A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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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陸京生先生；非執行董事劉學明先生、高麗平女士、華彧民先生丶于冰

女士丶王茹遠女士丶王潤群先生及肖雲丹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馬少華先生丶章力先生丶郭玉石先生及

戴冰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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