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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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且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MATRIX HOLDINGS LIMITED
美力時集團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05）

二零一九年中期業績公佈

業績概要

財務概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變動

營業額（千港元） 588,687 617,877 (4.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124,274 49,916 149.0%

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16 7 128.6%

宣派中期股息（港仙） 5.5 5.0 10%

毛利率(%) 35.6% 31.8% 3.8%

美力時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

業績連同二零一八年同期之比較數字。

* 僅供識別



2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綜合營業額較去年同期之約617,877,000

港元減少約29,190,000港元或4.7%至約588,687,000港元。而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較去年

同期溢利約49,916,000港元增加約74,358,000港元或149.0%至約124,274,000港元。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透過為新品牌開發投產新玩具系列，從現有客戶衍生此新系列產品

之銷售，帶來收入貢獻。本集團持續獲得大眾市場玩具零售商的認可，保持穩定的訂單。

雖然，原設計製造業務產品銷售提高，但原設備製造業務產品銷售下跌，本集團的整體

營業額仍錄得跌幅。

與去年同期相比，受惠於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一月八日借款合同，貸款人行使其選擇權以

獲得位於中國之住宅商品房物業的認購權（「認購權」），此認購權之轉讓，為集團帶來約

85,301,000港元之一次性收益。整體而言，本公司應佔溢利較去年同期約49,916,000港元

增加149.0％至本期間約124,274,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美國繼續為本集團最大客戶市場，佔本集團總營

業額約82.6%（二零一八年：85.1%）。本集團之其他主要客戶市場包括歐洲、加拿大及澳

洲，分別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9.0%（二零一八年：8.8%）、4.8%（二零一八年：3.8%）及

2.0%（二零一八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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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4 588,687 617,877

銷售成本 (379,116) (421,415)

毛利 209,571 196,462

其他收入 13,323 2,946

分銷及銷售成本 (73,461) (59,420)

行政開支 (88,082) (81,454)

其他收益或虧損 78,389 4,644

研發費用 (13,700) (9,923)

財務費用 (3,675) (3,775)

除稅前溢利 122,365 49,480

所得稅開支 5 (291) (3,662)

期內溢利 6 122,074 45,818

其他全面收入（支出）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貨幣換算差額 (4,356) 3,072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扣除稅項） 117,718 48,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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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24,274 49,916

非控股權益 (2,200) (4,098)

122,074 45,818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全面收入（支出）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19,918 52,988

非控股權益 (2,200) (4,098)

117,718 48,890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以每股港仙列值）

每股基本盈利 8 16 7

每股攤薄盈利 8 1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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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186,331 171,255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 11,873
無形資產 165,542 163,501
遞延稅項資產 24,576 24,578
已付按金 10 20,228 56,856
使用權資產 242,400 –
其他非流動資產 – 186,000

639,077 614,063

流動資產
存貨 316,701 349,776
應收貿易及其他款項及預付款項 10 260,679 301,794
可收回稅項 2,829 2,831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86,100 294,066

766,309 948,467

資產總值 1,405,386 1,562,530

權益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2 75,620 75,620
儲備 1,090,668 1,008,56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166,288 1,084,180
非控股權益 (1,840) 360

權益總額 1,164,448 1,084,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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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1,339 1,352

租賃負債 29,325 –

30,664 1,352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及其他款項及應計費用 11 151,212 171,920

租賃負債 13,962 –

合約負債 4,261 3,664

應付稅項 2,629 7,635

銀行借貸 38,210 36,502

第三方之貸款 – 256,556

融資租賃承擔 – 361

210,274 476,638

負債總額 240,938 477,990

權益及負債總額 1,405,386 1,562,530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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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美力時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從事玩具及照明產品之製造及貿易。

本公司為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註冊辦事處地址位於Victoria Place, 5th Floor, 

31 Victoria Street, Hamilton HM 10, Bermuda。

本公司之第一上市地為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除另有指明外，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是以千港元（千港元）呈列。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獲批准刊發。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未經審核。

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

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

披露規定編製。

3.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除應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修訂本所引致的會計政策變動外，截

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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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

報表所採用者（見有關的年度財務報表）一致，惟所得稅乃採用將適用於預期年度盈利總額之

稅率累計。

屬現時擁有權權益並賦予其持有人於清盤時按比例取得相關附屬公司資產淨值的權利的非控

股權益可初始按公平值或按非控股權益應佔被收購方可識別資產淨值的確認金額比例計量。計

量基準乃按逐項交易基準進行選擇。

應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修訂本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於編製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

所頒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修訂本，此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修訂本於二零一九年一月

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強制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委員會）－詮釋第23號

所得稅處理的不確定性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本）反向補償提前還款特徵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 計劃修訂、縮減或清償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於聯營公司及合資企業之長期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週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年度

改進

除下文所述者外，於本期間應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修訂本對本集團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

之財務表現及狀況及╱或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之會計政策的影響及變動

本集團已於本中期期間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取代香港

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及有關詮釋。

3.1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導致的會計政策主要變動

本集團已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過渡條文應用以下會計政策。

租賃的定義

倘合約為換取代價而給予在一段時間內控制可識別資產使用的權利，則該合約屬於租賃

或包含租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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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首次應用當日或之後訂立或修訂的合約而言，本集團會於開始或修訂日期根據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16號項下的定義評估合約是否為租賃或包含租賃。有關合約將不會被重新

評估，除非合約中的條款與條件隨後被改動。

作為承租人

短期租賃及低價值資產租賃

對於租期自開始日期起計為12個月或以內且並無包含購買選擇權的機器及設備租賃，本

集團應用短期租賃確認豁免。本集團亦對低價值資產租賃應用確認豁免。

短期租賃及低價值資產租賃的租賃付款按直線基準於租期內確認為開支。

使用權資產

除短期租賃及低價值資產租賃外，本集團於租賃開始日期（即相關資產可供使用的日期）

確認使用權資產。使用權資產按成本計量，減去任何累計折舊及減值虧損，並就租賃負債

的任何重新計量作出調整。

使用權資產的成本包括：

－ 租賃負債的初步計量金額；及

－ 本集團產生的任何初始直接成本。

就本集團於租期結束時合理確定獲取相關租賃資產所有權的使用權資產而言，有關使用

權資產自開始日期起至使用年期結束期間計提折舊。在其他情況下，使用權資產按直線

基準於其估計使用年期及租期（以較短者為準）內計提折舊。

租賃土地及樓宇

就包括租賃土地及樓宇部分的物業權益付款而言，當付款無法於租賃土地與樓宇部分之

間可靠地進行分配時，整項物業獲呈列為本集團物業、廠房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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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退回租賃按金

已付可退回租賃按金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

號」）入賬，初步按公平值計量。初始確認時對公平值作出的調整被視為額外租賃付款且

計入使用權資產成本。

租賃負債

於租賃開始日期，本集團按該日未付的租賃付款現值確認及計量租賃負債。於計算租賃

付款現值時，倘租賃隱含的利率難以釐定，則本集團使用租賃開始日期的增量借款利率

計算。

租賃付款包括固定付款（包括實質性的固定付款）減任何應收租賃優惠。

於開始日期後，租賃負債乃通過利息增量及租賃付款作出調整。

稅項

就本集團對租賃交易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相關租賃負債的遞延稅項計量而言，本集團首先

釐定減稅是否歸屬於使用權資產或租賃負債。

就租賃交易中租賃負債應佔的減稅而言，本集團將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所得稅」的規定

獨立應用於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由於應用初始確認豁免，與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

相關的暫時性差異於租賃期初始確認時不予確認。

3.2 因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而進行的過渡及產生的影響概要

租賃的定義

本集團已選擇可行權宜方法，對先前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及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

釋委員會）－詮釋第4號釐定安排是否包含租賃識別為租賃的合約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16號，而並無對先前並未識別為包含租賃的合約應用該準則。因此，本集團並無重新

評估於首次應用日期前已存在的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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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訂立或修訂的合約而言，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載列之規定應用租賃的定義以評估合約是否包含租賃。

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已追溯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其累計影響於首次應用日期二零一九年一

月一日確認。於首次應用日期的任何差額於期初保留溢利確認，且並無重列比較資料。

於過渡時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項下之經修訂追溯方法時，本集團按逐項租賃基

準就先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分類為經營租賃且與各租賃合約相關之租賃應用以下

可行權宜方法：

i. 倚賴經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撥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對租賃是否有相當

價值進行的評估（作為減值審查的替代方法）；

ii. 選擇不就租期於首次應用日期起計12個月內結束之租賃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

債；

iii. 於首次應用日期計量使用權資產時撇除初始直接成本；

iv. 使用基於首次應用日期之事實及情況的事後分析，就本集團具有續租及終止權的租

賃釐定租期。

於過渡時，本集團已於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後作出以下調整：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本集團於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C8(b)(ii)條過渡條文後確

認額外租賃負債及使用權資產。所確認金額相等於相關租賃負債。

於就先前分類為經營租賃之租賃確認租賃負債時，本集團已於首次應用日期應用相關集

團實體之增量借款利率。所應用之承租人增量借款利率介乎2.5%至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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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日

附註 千港元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披露之經營租賃承擔 84,637

減：確認豁免－短期租賃 (860)

83,777

按相關增量借款利率貼現之租賃負債 (32,334)

於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時確認與經營租賃 

相關之租賃負債 51,443

加：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確認之融資租賃承擔 361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的租賃負債 51,804

分析為

流動 17,512

非流動 34,292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之使用權資產賬面值包括以下各項：

使用權資產

附註 千港元
於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時確認與經營租賃相關之 

使用權資產 51,443

自預付租賃款項重新分類（附註） (a) 11,873

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下納入物業、廠房及設備之金額

－先前於融資租賃下的資產 (b) 286

63,602

類別為：

租賃土地 11,873

土地及樓宇 48,950

辦公設備 2,779

63,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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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於中國的租賃土地的預付款已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分類為預付租賃款項。

於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後，預付租賃款項金額11,873,000港元已重新分類

至使用權資產。

(b) 關於過往於融資租賃項下的資產，本集團將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仍在租賃項下的

相關資產的賬面值286,000港元重新歸類為使用權資產。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之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內確認之金額調整如下。不受變動影響之

項目並無包括在內。

先前於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呈報之賬面值 調整

於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日

根據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

第16號得出之
賬面值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71,255 (286) 170,969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11,873 (11,873) –

使用權資產 – 63,602 63,602

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 (17,512) (17,512)

融資租賃承擔 (361) 361 –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 (34,292) (34,292)

附註： 就按間接方法報告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

量而言，營運資金之變動乃根據上文所披露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之期初財務

狀況表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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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判斷的主要變動及估計不明朗因素的主要來源

租賃期

於釐定續約選擇權合約的租賃期時，本集團應用判斷釐定其為承租人且包括續約選擇權

的租賃合約租賃期。評估本集團是否合理確定行使該等選擇權影響該租賃期，並對已確

認的租賃負債及使用權資產金額有重大影響。

增量借款利率

於釐定增量借款利率時，本集團應用判斷以釐定計算租賃款項之現值的適用利率。本集

團應用的增量借款利率對所確認的租賃負債金額及使用權資產有重大影響。

4. 分類資料

執行董事獲指定為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可呈報分類的呈報方式與由主要營

運決策者定期審閱以評估表現及分配資源的本集團內部報告的呈報方式一致。主要營運決策者

按所產生溢利或虧損評估可呈報分類之表現。

因此，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本集團之經營分類為：美國、歐洲、墨西哥、加拿大、南美

洲、澳洲及新西蘭以及其他地區。

主要營運決策者根據分類業績評估經營分類表現。主要營運決策者審閱之各經營分類業績並未

包括財務收入及費用以及公司收入及開支。向主要營運決策者提供之其他資料所採用之計量方

法與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一致。

可呈報分類之資產不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無形資產、遞延稅項資產及公司資產，該等資產全

部為集中管理。

可呈報分類之負債不包括流動及遞延稅項負債、銀行借貸及其他公司負債。該等資產及負債為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內資產總值及負債總額之對賬部分。

向主要營運決策者所呈報之外部營業額、資產及負債所採納計量方法與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

面收入及財務狀況報表所採納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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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兩個主要業務包括玩具及照明業務。鑑於照明業務對本集團並不重大，故主要營運決

策者並未考慮將照明業務作為本期間之單獨分類。

分類營業額及業績

下表載列本集團於本期間按經營分類劃分之營業額及業績分析：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美國 歐洲 加拿大 南美洲

澳洲及

新西蘭 墨西哥 其他地區 未分配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外銷 486,056 53,218 28,281 2,418 11,939 3,321 3,454 – 588,687

業績

分類溢利（虧損） 115,328 (1,026) 3,338 299 (827) (645) 354 – 116,821

未分配收入 86,096

未分配開支 (76,877)

財務費用 (3,675)

除稅前溢利 122,365

其他分類資料：

折舊及攤銷 36,336 2,941 2,103 185 861 254 257 1,801 44,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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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美國 歐洲 加拿大 南美洲

澳洲及

新西蘭 墨西哥 其他地區 未分配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外銷 525,645 54,644 23,220 2,962 6,178 1,336 3,892 – 617,877

業績

分類溢利（虧損） 110,098 (4,883) 2,293 569 (1,078) 230 (887) – 106,342

未分配收入 2,662

未分配開支 (55,749)

財務費用 (3,775)

除稅前溢利 49,480

其他分類資料：

折舊及攤銷 18,401 1,327 319 62 83 28 98 1,993 22,311

附註： 其他地區包括中國（包括香港）、韓國、亞太地區及其他地區。主要營運決策者將該等

地區視為一個經營分類。

分類溢利（虧損）指各個分類賺取之除稅前溢利（虧損），有關溢利（虧損）並無就投資收入、其

他非經營收入、中央行政成本及財務費用作出分配。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而言，此乃向主要

營運決策者呈報之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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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本集團於回顧期按經營分類劃分之資產及負債分析。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美國 歐洲 加拿大 南美洲
澳洲及
新西蘭 墨西哥 其他地區 綜合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分類資產 393,381 62,925 25,732 2,387 28,582 3,351 81,250 597,608
物業、廠房及設備 186,331
未分配及其他公司資產 621,447

資產總值 1,405,386

負債
分類負債 65,867 28,643 3,316 283 3,127 389 812 102,437
未分配及其他公司負債 138,501

負債總額 240,938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美國 歐洲 加拿大 南美洲
澳洲及
新西蘭 墨西哥 其他地區 綜合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分類資產 384,827 56,657 28,842 3,811 7,923 1,740 85,937 569,737
物業、廠房及設備 172,675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12,114
未分配及其他公司資產 723,283

資產總值 1,477,809

負債
分類負債 68,592 31,246 2,762 352 855 159 9,362 113,328
未分配及其他公司負債 327,969

負債總額 441,297

就監控分類表現及在分類之間分配資源而言，只有存貨、應收貿易款項及若干其他應收款項分

配至分類資產，及只有應付貿易款項及若干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分配至分類負債。

其他分類資料

由於資本開支、折舊、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攤銷及無形資產攤銷並不計入分類資產或分類業

績，主要營運決策者亦無定期檢討該等項目，故並無就兩個期間披露有關該等項目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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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產品之營業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玩具 549,410 576,310

照明產品 39,277 41,567

588,687 617,877

所在地區資料

本集團之業務位於香港、越南、美國、中國、歐洲及其他國家。

按資產所在地區，本集團有關其非流動資產之詳情如下：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香港 3,798 2,443

越南 355,864 167,064

美國 24,862 10,219

中國 48,208 235,239

歐洲 13,591 7,172

其他國家 2,636 3,847

448,959 425,984

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位於美國之兩名客戶（二零一八年：一名客戶）貢獻之營

業額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54.0%及16.1%（二零一八年：69.0%）。除此之外，並無其他單一客戶

貢獻之營業額超過本集團總營業額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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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香港 70 214

其他司法權區 2,575 3,448

2,645 3,662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其他司法權區 (2,354) –

– –

所得稅開支 291 3,662

(i) 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香港立法會通過《2017年稅務（修訂）（第7號）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其引入兩級制利得稅率制度。條例草案已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簽

署成為法律並於翌日刊憲。根據兩級制利得稅率制度，合資格企業的首2百萬港元溢利將

按8.25%的稅率徵稅，而超過2百萬港元的溢利將按16.5%的稅率徵稅。不符合兩級制利得

稅率制度的集團公司的溢利繼續按16.5%的統一稅率徵稅。

香港利得稅按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的8.25%（二零一八年：

16.5%）計算。

海外利得稅乃按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國家之現行稅率就期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計算。

(ii)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於越南營運之附屬公司適用稅率介乎10.0%至20.0%

（二零一八年：10.0%至20.0%）。

(iii) 期內於美國營運之附屬公司之適用美國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1%（二零一八年：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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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期內溢利

計入銷售成本、分銷及銷售費用、行政開支、研發費用及其他虧損內的若干開支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核數師酬金 2,724 2,330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21,189 21,452

使用權資產折舊 11,161 –

有關樓宇之經營租賃租金 3,566 12,843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攤銷 – 240

無形資產攤銷 12,388 619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8,748 (4,644)

7. 股息

有關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股息37,810,000港元已於二零一九年五月派付（二

零一八年：37,810,000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董事會已議決宣派中期股息每股5.5港仙（二零一八年：每股5港

仙），該股息須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七日向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九日名列股東名冊之股東支付。

該中期股息並未於本中期財務資料內確認為負債。其將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股東權益內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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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a) 基本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期內已發行之普通股加

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124,274 49,916

已發行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756,203 756,203

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16 7

(b) 攤薄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時，需假設所有潛在攤薄之普通股（即購股權）均被轉換並對已發行普

通股之加權平均數作出調整，亦需根據尚未行使購股權所附有之認購權的貨幣價值計算

能夠按公平值（以本公司股份每年平均市場股價決定）而獲得的股份數目。按上述方法計

算之股份數目將與假設行使購股權時所發行之股份數目作出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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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124,274 49,916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756,203 756,203

攤薄潛在普通股影響：

購股權（千份） 1,184 –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757,387 756,203

每股攤薄盈利（港仙） 16 7

計算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並無假設本公司購股權獲行

使，此乃由於該等購股權的行使價高於本中期期間股份的平均市場價。

9. 物業、廠房及設備

（未經審核）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之賬面淨值 171,255

添置 38,099

折舊 (21,189)

出售 (811)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185)

匯兌調整 (838)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之賬面淨值 186,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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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之賬面淨值 177,984

添置 25,874

折舊 (21,452)

出售 (9,298)

匯兌調整 (433)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之賬面淨值 172,675

10. 應收貿易及其他款項及預付款項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款項 188,857 263,606

減：呆賬撥備 (19,495) (22,028)

169,362 241,578

其他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111,545 117,072

280,907 358,650

減：已付非流動按金 (20,228) (56,856)

260,679 301,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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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通常授予其貿易客戶介乎14日至90日的餘賬期。應收貿易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60日 142,290 167,170

61至90日 16,247 37,709

90日以上 10,825 36,699

169,362 241,578

11. 應付貿易及其他款項及應計費用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貿易款項 69,019 89,695

應付其他款項及應計費用 82,193 82,225

151,212 171,920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按發票日期呈列之應付貿易款項之賬

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60日 51,049 52,691

61至90日 8,592 13,630

90日以上 9,378 23,374

69,019 89,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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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股本

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通股

股份數目 股本

（千股） 千港元

普通股，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756,203 75,620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756,203 75,620

普通股法定總數為1,000百萬股（二零一八年：1,000百萬股），每股面值0.1港元（二零一八年：每

股0.1港元）。所有已發行股份均已繳足。

13. 透過收購附屬公司購入資產

於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本集團完成從一名獨立第三方收購附屬公司Javi Investment Joint 

Stock Company全部股權之收購事項，現金代價為561,400,000,000越南盾（相當於約190,876,000

港元）。該附屬公司的主要資產為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購入的資產如下：

二零一九年

一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190,834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2

其他應收款項 40

已承擔資產淨值 190,876

收購產生的現金流出淨額：

已付代價（附註） (181,333)

5%的代價待付，計入其他應付款項 (9,543)

已收購的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2

(190,874)

附註：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支付95%的代價，金額為533,330,000,000越南盾（相

當於約181,333,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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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已簽約但未於本集團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內撥備之資本承擔為

19,384,000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74,844,000港元）。

15. 或有負債

本集團持有Hasbro, Inc.及Hasbro International（統稱為「Hasbro集團」）授予的生產及分銷多款產

品的多項許可。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Hasbro集團指稱在對本集團的記錄

進行審核後發現，本集團結欠Hasbro集團10,061,000美元，包括所謂的未付專利權費、營銷費用、

利息及審核費用。

於收到Hasbro集團的審核結果及完成自行調查後，本集團釐定最多結欠Hasbro集團約863,000美

元並已立即支付相關款項。Hasbro集團對本集團的結論提出爭議並發出終止剩餘許可協議的通

知。本集團已在美國提起訴訟，就Hasbro集團對許可協議的解釋提出爭議，否定Hasbro集團所指

稱終止許可協議的權利，並指稱Hasbro集團不當地終止許可的行為已違反許可協議。Hasbro集

團已提出反訴，辯稱本集團結欠審核中指稱的款項及本集團已侵犯Hasbro集團的知識產權。在

不影響任何申索的前提下，Hasbro集團已同意允許本集團繼續根據許可協議履約，直至法庭作

出裁決、和解或有關許可根據其條款終止（將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發生）為止。

本集團已尋求法律意見並擬就Hasbro集團的申索進行積極抗辯，因此認為毋須就此等事宜於截

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作出進一步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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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營業額

由於我們原設備製造業務於美國的訂單減少，部分被我們原設計製造業務的銷售增加所

抵銷，期內營業額下降至約588,687,000港元。

毛利

因毛利率增加，本集團毛利增加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的約209,571,000港元。

分銷及銷售費用

分銷及銷售費用增加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的約73,461,000港元。分銷及銷售費用增

加主要因廣告費用及專利權費增加所致。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主要包括辦公室員工的薪金、辦公室的租金及差餉、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以

及其他行政開支。總開支較去年同期增加約6,628,000港元，原因是薪金及相關費用及專

業費用增加。

其他收益或虧損

期內，其他收益或虧損增加至約78,389,000港元，主要來自轉讓於中國住宅物業的購買權

而獲得的一次性收益85,301,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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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費用及所得稅

與去年同期相比，期內的財務費用約為3,675,000港元及期內所得稅開支約為291,000港

元。

研發費用

研發費用因所產生的更多創新玩具產品而增加約3,777,000港元。

應收貿易及其他款項及預付款項

應收貿易及其他款項及預付款項相比去年減少約41,115,000港元至本期間約260,679,000

港元，乃因與本期間的銷售減少一致所致。

應付貿易及其他款項及應計費用

應付貿易及其他款項及應計費用相比去年減少約20,708,000港元至本期間約151,212,000

港元，此乃主要由於本期間購買減少所致。

流動比率

期內，流動比率上升乃主要由於期內免除第三方之貸款所致。

速動比率

期內，速動比率上升乃主要由於期內免除第三方之貸款所致。

財務狀況及現金流量檢討

本集團之現金流量狀況穩健，銀行借貸維持於最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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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約為186,100,000港元（二零一八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94,066,000港元）。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取得銀行信貸

額合共約121,18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1,180,000港元），主要以企業

擔保作支持並以本集團之若干資產之浮動押記作抵押。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借貸約為38,21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36,502,000港元）。

期內，由於免除第三方之貸款，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總債務除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權益）增加至3.3%（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7.0%）。

期內，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淨額約為134,467,000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59,052,000港元）。本集團一直為其業務運作及資本開支維持充足現金流水平。

資本開支及承擔

期內，本集團購買之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成本約為38,099,000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47,835,000港元）以進一步擴大及提升產能。

該等資本開支主要以營運產生之現金流量支付。

財務狀況及現金流量檢討

本集團現金流量相對充裕，本集團已償還大部分銀行貸款以減少借貸利息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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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及負債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總值約為1,405,386,000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562,530,000港元），負債總額約為240,938,000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477,990,000港元），而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約為1,166,288,000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1,084,180,000港元）。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淨值增加7.4%

至約1,164,448,000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84,540,000港元）。

匯率風險

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存在外幣銷售額，令本集團承受外匯風險。本集團若干銀行結餘、

應收貿易款項及應付貿易款項乃以外幣計值。本集團現時並無制訂任何外幣對沖政策。

然而，管理層監察外匯風險，並將會於必要時考慮對沖重大外匯風險。

業務回顧

刻下中美貿易糾紛尚未解決，美國以至全球企業均在中國以外地區尋找生產設施。本集

團憑藉在越南成功建立生產基地穩住商機，保持現有客戶良好關係之同時，也有利吸引

潛在客戶。憑藉價優質高的產品、具競爭力的定價及強大的產能及及時交付優質產品，

加上持續產品開發多元化的產品組合、額外市場推廣其自有品牌製造銷售，吸引新客戶

之同時，也繼續獲得國際知名品牌客戶的支持。雖然營業額錄得跌幅，受惠於一次性收

益，集團仍錄得溢利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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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運作

本集團經營共四間廠房。期內，集團重組廠房流程並擴建工廠倉庫面積和改進供應鏈流

程，提升增長潛力。然而，越南廠房面臨最低薪金逐年調漲的影響。但是與內陸省份廠房

或其他東亞國家的競爭對手相比，本集團的廠房在競爭力上將繼續處於優勢。本集團持

續實現本地化，維護及維持工廠環境以及為當地員工提供持續培訓，以提升產能及質量，

從而保持競爭力。產品安全是本集團之首要原則。集團持續確保遵守相關法律及規例變

動。

分類業績

迄今為止，本集團的核心業務與上財政年度相同。年內，集團建立銷售渠道發展其核心業

務及於環球市場開拓新銷售機遇，推行各種措施以提高效率及加強成本控制措施。繼續以

具競爭力的價格生產高品質產品以持續其業務。並引進了獲巿場支持的全新品牌「CAT」、

「Fart Ninjas」、「Wonder Park」及「Rainbow Butterfly Unicorn Kitty（「RBUK」）」。同時通

過提升產能及快速與客戶建立可持續業務關係，實現穩步收益增長。憑藉在全球玩具業

的領先地位、涵蓋頂尖的國際玩具公司的強大客戶基礎、在越南的生產基地及穩健的財

務狀況，加上雙管齊下的有效業務發展策略以原設備製造為穩固基礎及以自有品牌製造

為增長動力，以達到長遠持續的增長。同時，集團繼續精簡經營程序以提升效率，並採取

各項措施嚴格控制成本。

整體而言，大眾市場零售商對原設計製造業務產品如戶外遊戲「Gazillion ® Bubbles」產

品、玩具車類產品、女孩系列產品銷售均增加。本集團積極為品牌「Herodrive」、「Sunny 

Bunnies」、「Fart Ninjas」、「Wonder Park」、「RBUK」、「Wonder Park」及「CAT」，生產新

玩具產品及引進銷售計劃。但由於此期間本集團原設備製造業務產品及歐洲照明產品銷

售減少，集團的整體營業額僅錄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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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美國仍然是本集團產品之主要出口地。營業額從去年上半年同期之525,645,000港元減少

39,589,000港元或7.5%至今年上半年之486,056,000港元。原設備製造業務銷售的下降，抵

銷原設計製造業務銷售之增長。整體營業額減少。

由於美國失業率低和工資增長，私人消費增加，成為美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其出口

受益於世界經濟的進一步穩定。加上美國將繼續推遲提高中國關稅，暫緩緊張局勢。然

而，國內貨幣政策緊縮和能源價格波動可能為美國經濟帶來挑戰。

於本財政年度上半年，雖然仍處於中美貿易戰糾紛下，本集團原設計製造業務之玩具車

類產品，自有品牌如「Gazillion ® Bubbles」戶外產品及女孩角色扮演系列之大眾市場零

售商銷售額仍增加及照明產品銷售客戶訂單增加。然而，原設備製造業務產品之銷售額

減少，美國市場營業額整體而言仍錄跌幅。本集團繼續努力維持主要品牌特許授權業務，

豐富其他產品線，並維繫現有分銷商及客戶，例如沃爾瑪、塔吉特百貨及亞馬遜公司。

歐洲

歐洲營業額從去年上半年同期54,644,000港元減少1,426,000港元或2.6%至今年上半年之

53,218,000港元。

歐盟的內部生產總值連續七季錄得強勁增長之後，受多個因素影響，包括與美國的貿易

關係日趨緊張、某些成員國的政局不明朗，以及德國、法國、英國及意大利等歐盟主要經

濟體的製造業及出口活動減慢，於去年增長有所放緩。歐洲中央銀行於去年結束量化寬

鬆計劃後，仍維持異常寬鬆的貨幣政策，包括推行新一輪定向長期再融資操作，以低息

向銀行提供長期貸款。整體而言，歐元區及歐盟經濟於今年會持續擴張，但增速較去年

及二零一七年（增速為近十年最快）為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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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專注玩具車類產品及自有品牌如「Gazillion ® Bubbles」戶外產品訂單。集團玩具車

類產品在歐洲境內銷售增長，但自有品牌如「Gazillion ® Bubbles」戶外產品及女孩系列

產品之銷售額減少。俄羅斯、丹麥、意大利、烏克蘭、比利時、法國、愛沙尼亞、馬耳他、

西班牙和葡萄牙營業額錄得增長。芬蘭、波蘭、瑞士、羅馬尼亞、荷蘭、克羅地亞和英國

營業額錄得跌幅。整體而言，照明產品歐洲銷售由於價格競爭，客戶訂單減少，歐洲市場

營業額錄得跌幅。本集團將繼續努力維繫現有分銷商和客戶，如特易購。

加拿大

加拿大營業額從去年上半年同期之23,220,000港元增加5,061,000港元或21.8%至今年上半

年之28,281,000港元。

加拿大隨著美國和全球經濟走強以及商品價格穩定而經濟走強，穩健的銀行和金融體係

以及非商品出口相關行業在競爭性貨幣動態的支持下，加上最近由於原油價格疲軟以及

石油和天然氣行業投資疲軟，為國內企業和消費者提供了支持加拿大繼續增長。然而，

美國量化寬鬆政策時代結束和稅制改革，全球貿易緊張局勢導致超低利率。因此為持續

經濟增長產生不確定性。

總的來說，由於本集團原設計製造業務之玩具車系列及女孩角色扮演系列產品的銷售增

長和自有品牌如「Gazillion ® Bubbles」戶外產品的銷售平穩。總體來說，加拿大市場營

業額錄得增幅。本集團努力維繫現有分銷商和客戶，例如沃爾瑪、玩具反斗城及加拿大

好市多。

墨西哥

墨西哥市場之營業額從去年上半年同期1,336,000港元增加1,985,000港元或148.6%至今年

上半年之3,321,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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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與美國關係密切，美國經濟持續回升令該國受惠。墨西哥擁有自由市場經濟。最近

貿易增長仍然強勁，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和內部步伐放緩為持續經濟增長產生不確定性。

整體而言，本集團在原設計製造業務之玩具車系列，女孩系列產品及戶外產品的銷售增

加，墨西哥市場之營業額錄得增幅。

澳洲及新西蘭

澳洲及新西蘭市場之營業額從去年上半年同期6,178,000港元增加5,761,000港元或93.3%

至今年上半年之11,939,000港元。

澳洲經濟增長有所放緩。不過，澳洲政府最近對澳洲的創新，科學和研究系統進行戰略

計劃，經濟改善。澳洲第二大貿易夥伴歐盟已經啟動與澳洲達成全面貿易協定談判，合

作夥伴之間的貿易穩步上升。新西蘭擁有開放透明的貿易制度和健全的法治實踐。強勁

的旅遊業增長，很大程度上改善經濟。

本集團在澳洲、新西蘭市場玩具車系列及女孩系列產品營業額錄得增幅抵消了自有品牌

如「Gazillion ® Bubbles」戶外產品銷售額減少，澳洲及新西蘭市場整體營業額錄得增幅。

本集團將繼續努力維繫現有分銷商和客戶如Big W等。

南美洲

南美洲市場之營業額從去年上半年同期2,962,000港元減少544,000港元或18.4%至今年上

半年之2,418,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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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洲國家面對全球經濟影響，反應各不相同。整體而言，本集團在巴拿馬、智利、洪都

拉斯、哥倫比亞和千里達銷售錄得減少。哥斯達黎加、玻利維亞和巴西銷售錄得增加。南

美洲市場營業額整體而言錄得跌幅。

環保

本集團相信與持份者保持健康和諧的關係及履行對社區之社會責任對於建立及維護本

集團的價值極為重要。在堅守減少廢物及循環再用之原則下，本集團鼓勵各項綠色辦公

室措施，例如雙面打印及複印、設置回收箱、提倡使用環保紙及透過關掉電燈及電器減

少耗能，並將考慮在本集團之業務營運中實施進一步之經濟環保型措施。

遵守法律及法規

本集團已制定合規程序，以確保遵守（尤其是）對其產生重大影響之適用法律、規則及法

規。董事會及董事會委派的內部監察功能小組監察有關本集團遵守法律及法規之政策及

常規，且相關政策會定期審閱。相關員工及相關經營單位會不時獲知悉適用法律、規則

及法規之任何變動。本公司根據香港、中國、越南及其他相關司法權區之法律、法規和相

關政策之規定，為員工提供及建立（包括但不限於）強制性公積金、基本醫療保險、勞工

保險等法定福利。員工享有法定假期。本集團已於香港、中國及其他相關司法權區註冊

其產品、域名及商標，並採取所有適當行動，以保護及執行其知識產權。

與僱員、客戶及供應商的關係

本集團確認其僱員、客戶及業務夥伴乃本集團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此，本集團致力與

其僱員建立密切及關懷的關係、為本集團客戶提供優質服務，並加強與本集團業務夥伴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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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展望未來，本集團將不時檢討其業務，開拓其他具盈利潛力之投資機會，致力擴展其現有

業務並同時發展多元化業務以加強收入基礎，如開發投產新男孩角色玩具系列扮演及擴

展新特許品牌授權業務銷售如「CAT」。中美貿易摩擦將繼續增加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

下行風險仍在。儘管如此，本集團仍對業務前景持審慎樂觀。憑藉位於越南的生產基地，

本集團能夠不斷靈活為客戶提供優質產品，同時吸引尋求中國以外產能的新客戶。集團

將繼續保持警覺，由於其客戶群跨越全球各地，集團定將繼續不斷審視其各個市場狀況

及產品組合，更積極主動配合客戶要求以及客戶結構行事，以應對全球政治和經濟環境

的任何變化。本集團期望上述策略可以讓集團在不穩定的全球經濟環境中保持競爭力。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收購五塊位於峴港市蓮沼郡之土地使用權，本集團擬發展此地塊作

為物業投資用途。集團擁有於越南峴港營運製造業之悠久歷史，並熟悉峴港之商業環境。

收購事項符合本集團之整體發展策略，其策略為積極物色及發掘不同投資及優質的併購

機遇以期獲取能為本集團帶來附加值、協同效應及新收入來源的新業務或資產，以擴闊

其資產及收入基礎。

同時，本集團將不時檢討其業務，開拓其他具盈利潛力之投資機會，致力擴展其現有業

務並同時發展多元化業務以加強收入基礎，為本集團及股東帶來最佳之整體利益。亦將

積極物色合併及收購機會，為股東創造長期回報。因此，集團會密切檢視企業的發展戰

略，從而為股東取得最高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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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人數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香港、澳門、中國、越南、澳洲、加拿大、美國、台灣

及歐洲共有僱員約8,700名（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500名）。本集團向其僱員提

供具競爭力之薪酬待遇，與同類業務市場趨勢之薪金水平相若。本集團亦已為經揀選之

參與者（包括全職僱員）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以作為彼等對本集團業務及營運作出貢

獻之獎勵。本集團亦已設立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及各地區之退休福利計劃。

中期股息

董事議決向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九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宣派截至二零一九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現金中期股息每股5.5港仙（二零一八年：5港仙）。

就釐定有權收取股息之股東之記錄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九月九日。為符合資格獲派中期股

息，所有過戶文件及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九日下午四時正前送達本公司之香

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54

樓，以辦理登記手續。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七日或前後派付。

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任何股份。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會已採納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並不時修訂，此守則乃根據載於聯交所

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港交所守則」）之原則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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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公司現任非執行董事概無指定任期獲委任而偏離守則條文第A.4.1條外，本公司董事

概無知悉有任何資料合理顯示，本公司在回顧期內任何時間並未或並無遵守港交所守則

以及企業管治守則。然而，由於本公司全體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均須遵守

本公司之公司細則內所訂明之退任規定，故本公司認為已採取足夠措施，確保本公司之

企業管治常規不遜於港交所守則及企業管治守則之條款。

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並不時修訂，其條款嚴格程度不遜

於上市規則附錄十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所載之規

定標準。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遵守標準守則及本公司所

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所規定之標準。

上市規則第13.18條規定之其他披露資料

關於一家香港銀行（「該香港銀行」）給予本公司三間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合共不超過

70,000,000港元之融資額度，本公司已收到三封融資函件，其中兩封融資函件的條款及條

件包括（其中包括）鄭榕彬先生（本公司之控股股東）須維持擁有（無論直接或間接擁有）

本公司股權不少於51%。如違反上述條件，將構成經修訂融資額度違反事項，該香港銀行

將商討補救行動，包括獲得有關違反的豁免或尋求任何可行的解決方案或替代方案。然

而，經修訂融資額度將被視作不獲認可及該香港銀行保留隨時要求還款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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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中期業績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彼等認為

該等中期業績符合適用之會計準則及法律規定，並已作出充分披露。

刊發中期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

本業績公佈刊載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本公司網站。本公司之二零一九年中期

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刊載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本公司網

站。

董事會組成

截至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鄭榕彬先生、鄭敬璋先生、曾松華先生、謝錦

華先生、庾瑞泉先生及葉曉霞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陸海林博士、麥兆中先生、溫慶培

先生及邢家維先生。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鄭榕彬

香港，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