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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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內容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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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映美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028）

JOLIMARK HOLDINGS LIMITED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公告

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映美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
績，連同去年同期的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中期收益表

（除另有列明者外，全部金額均以人民幣千元呈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136,824 151,518

出售貨品成本 (95,073) (97,687)  

毛利 41,751 53,831

其他收入 3,178 3,962

銷售及推廣成本 (18,753) (19,233)

行政開支 (18,646) (17,536)

研究及發展開支 (23,183) (21,475)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531 (1,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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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虧損 (15,122) (1,648)

融資成本－淨額 (2,612) (3,884)

分佔使用權益法入賬之投資虧損 (39) (559)

於一間聯營公司投資之減值 – (828)  

所得稅前虧損 (17,773) (6,919)

所得稅抵免 6 2,522 629  

期內虧損 (15,251) (6,290)
  

由以下各項應佔虧損：

－本公司股東 (14,901) (5,646)

－非控股權益 (350) (644)  

(15,251) (6,290)
  

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之每股虧損 
（每股以人民幣列值）

－基本及攤薄 7 (0.024) (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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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全面收益表

（除另有列明者外，全部金額均以人民幣千元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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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虧損 (15,251) (6,290)

其他全面收益

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按公平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股本投資公
平價值變動 (485) –

有關該等項目的所得稅 129 –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356) –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5,607) (6,290)
  

由以下各項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東 (15,235) (5,646)

－非控股權益 (372) (644)  

(15,607) (6,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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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資產負債表

（除另有列明者外，全部金額均以人民幣千元呈列）

於

附註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7,877 103,640

無形資產 6,776 5,350

商譽 6,527 6,376

使用權資產 7,867 –

土地使用權 – 8,010

使用權益法入賬之投資 9,093 9,132

按公平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 

財務資產 463 463

按公平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 

全面收益之財務資產 5,729 6,214

遞延所得稅資產 7,040 4,349

受限制現金 – 7,000

其他應收賬款 9 2,409 3,158

其他資產 2,891 3,038  

非流動資產總值 156,672 156,730  

流動資產

存貨 108,264 91,876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 9 38,906 27,390

定期存款 57,960 57,960

受限制現金 7,000 25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8,706 95,388  

流動資產總值 290,836 272,868  

資產總值 447,508 429,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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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附註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權益

本公司股東應佔股本及儲備

股本及溢價 9,155 12,814

其他儲備 256,707 256,185

（累計虧損）╱保留盈利 (2,810) 8,799  

263,052 277,798

非控股權益 (491) (119)  

權益總額 262,561 277,679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借款 – 31,543

遞延所得稅負債 269 475  

非流動負債總額 269 32,018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賬款 10 68,794 62,076

合約負債 2,713 4,010

即期所得稅負債 1,504 3,815

借款 111,667 50,000  

流動負債總額 184,678 119,901  

負債總額 184,947 151,919
  

總權益及負債 447,508 429,598
  

流動資產淨值 106,158 152,967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62,830 30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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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除另有列明者外，全部金額均以人民幣千元呈列）

1. 一般資料

(a) 映美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在開曼群島根據開曼群島
公司法（二零零三年修訂本）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lifton 

House, 75 Fort Street, PO Box 1350, Grand Cayman KY1-1108, Cayman Islands。

(b)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在中華人
民共和國（「中國」）產銷打印機及其他電子產品。

(c) 本公司自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九日起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
市。

(d)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未經審核。

2. 編製基準

本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
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一般包括的所有各類附註。因此，本報告
應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就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編製之年度財務報表以及本公司於中期報告期內發佈的任何公開公告一併閱讀。

3. 會計政策

除採納以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外，所採納的會計政策與上一財政年度及相應中期報告期
間所採納者貫徹一致。

(a) 本集團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本集團將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起的財政年度強制採納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如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本） 具有負補償特性的預付款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於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的長期權益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週期的年度
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
第23號

所得稅處理之不確定性

本集團已評估於本財政年度首次生效的該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的影響。本集團因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已變更其會計政策。

除於附註4所載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影響外，採納其他準則、修訂本及
詮釋並無對本集團的會計政策產生任何影響，且並無要求追溯調整及詮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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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以下為已頒佈但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尚未生效亦並無被提早採

納的新訂準則及現有準則之修訂本如下：

於以下日期或之後
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 

（修訂本）

重大之定義 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修訂本）

業務之定義 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 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二零一八年財務報告之
概念框架

經修訂財務報告之概念框架 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
間的資產出售或注資

待公佈

編製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時，並未應用上述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
開始年度期間生效的新訂準則、現有準則之修訂本及詮釋。預期該等新訂準則、現
有準則之修訂本及詮釋概不會對本集團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構成重大影響。

4. 會計政策的變動

本附註解釋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對本集團財務報表的影響，亦於下文附
註4(b)披露自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起適用的新訂會計政策。

(a) 財務報表的影響

按準則具體過渡條文所允許，本集團應用簡化方式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並無重列比較資料。由於本集團所有租賃乃低價值或租期自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起屬12個月內，乃按直線法確認為租金開支，故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並無確認租
賃負債或使用權資產。詳細影響載列如下︰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披露的經營租賃承擔 1,832 

於初次應用日期利用承租人增量借款利率貼現 1,752

減︰按直線法確認為開支的短期租賃 (1,542)

減︰按直線法確認為開支的低價值租賃 (210)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確認的租賃負債 –
 

根據簡化過渡方法，相關使用權資產按與採納時租賃負債的相等金額計量，並根據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中確認的與該租賃相關的任何預付或應
計租賃付款進行調整。於初始應用日期，概無虧損性租賃合約須對使用權資產進行
調整。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土地使用權重新分類至使用權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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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政策的變動對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資產負債表中的以下項目產生影響：

• 土地使用權－減少人民幣8,010,000元

• 使用權資產－增加人民幣8,010,000元

概無因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而對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的稅後虧損淨額產生重大影響。

於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時，本集團已採用下列該準則所允許的實際
權宜方法：

• 就具有合理類似特徵的租賃組合採用單一貼現率

• 依賴先前就租賃是否屬繁重之評估

• 將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餘下租期少於12個月的經營租賃會計處理為短期租
賃

• 於首次應用日期排除初始直接成本以計量使用權資產；及

• 倘合約包含延長或終止租賃的選擇權，則於事後釐定租期。

本集團亦已選擇不重新評估合約在首次應用日期是否是或包含租賃。相反，對於在
過渡日期之前訂立的合約，本集團依據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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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釐定安排是否包括租賃 作出的評估。

(b) 本集團的租賃活動及其入賬方式

本集團租賃多項辦公室及倉庫。租約一般固定為期1至2年。租賃條款按個別基準協
商且包含多種不同條款及條件。

租賃產生的資產及負債初步按現值基準計量。租賃負債包括以下租賃付款的淨現
值：

• 固定付款（包括實質固定付款）減任何應收租賃獎勵

• 基於指數或利率的可變租賃付款

• 剩餘價值擔保下的承租人預期應付款項

• 購買權的行使價格（倘承租人合理地確定行使該權利）；及

• 支付終止租賃的罰款（倘租賃條款反映承租人行使權利終止租約）。

租賃付款採用租賃所隱含的利率予以貼現。倘無法釐定該利率，則使用承租人的新
增借款利率，即承租人在類似條款及條件的類似經濟環境中借入獲得類似價值資
產所需資金所必須支付的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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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權資產按成本計量，包括以下各項：

• 租賃負債的初始計量金額

• 於開始日期或之前所作的任何租賃付款，減去所得的任何租賃獎勵

• 任何初始直接成本；及

• 修復成本。

與短期租賃相關的付款及低價值資產的租賃以直線法於損益中確認為開支。短期
租賃指租期為12個月或以下的租賃。低價值租賃主要包括為僱員租用的宿舍。

5. 分部資料

本集團董事及行政總裁為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
審閱本集團就評估表現及分配資源所作之內部申報工作。管理層已按照該等報告釐定經
營分部。

主要營運決策者按照本集團不同產品系列（即打印機及其他）管理本集團業務。由於本集
團逾90%的收入及經營業績乃來自打印機產品系列，故並無編製分部資料。

6. 所得稅抵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即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 (246) –

－中國企業所得稅 – 581

－中國股息預提稅 – (671)  

(246) (90)

遞延所得稅 2,768 719  

2,522 629
  

香港利得稅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適用香港利得稅率為 16.5%（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相同）。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由新會江裕信息產業有限公司（「江裕信息」）進行。該公司為基地設於
中國新會市之外資公司。江裕信息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乃按其於中國法定財務
報表所呈報之溢利為基準，並就毋須課稅或不可扣減所得稅之收支項目調整後作出撥
備。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由於江裕信息於
二零一七年至二零一九年三個年度符合高新技術企業（「高新技術企業」）資格，因此於截
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享有企業所得稅優惠稅率 15%（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15%）。在中國的其他集團實體的實際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截至二零
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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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股息預提稅

根據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六日頒佈的《企業所得稅法實施細則》，以中國境內公司於二零零
八年一月一日後所得向其境外投資者派付的股息，應按10%的稅率繳納預提所得稅，中
國附屬公司直接控股公司在香港成立及符合中國與香港所訂立的稅務條約安排規定，
可適用5%的較低預提稅率。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未就中國股息預提稅計提遞延所得稅。

海外所得稅

本公司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二零零三年修訂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一間獲豁免有限
公司，因此獲豁免繳納開曼群島所得稅。本公司位於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的
附屬公司乃根據英屬處女群島國際商業公司法註冊成立，因此獲豁免繳納英屬處女群島
所得稅。

7. 每股虧損

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人民幣千元） (14,901) (5,646)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千股） 613,252 642,027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每股人民幣）（附註 (a)） (0.024) (0.009)
  

(a) 由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潛在攤薄普通股，每
股攤薄虧損相等於每股基本虧損。

8.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末期股息 – 12,500
  

(a)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宣派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截至二零
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b) 二零一七年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人民幣 0.019元（合共約人民幣 12,500,000元）已於二
零一八年自本公司股本溢價派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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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

於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非即期

其他應收賬款
－第三方 500 500
－關聯人士 1,909 2,658  

2,409 3,158  

即期

應收貿易賬款
－第三方 17,675 8,150
應收票據 6,058 6,494
其他應收賬款
－第三方 14,011 11,314
－關聯人士 1,710 1,672
減：其他應收賬款減值撥備
－第三方 (720) (720)
－關聯人士 (1,593) (1,593)
預付第三方賬款 1,765 2,073  

38,906 27,390  

41,315 30,548
  

本集團的客戶銷售一般授出之信貸期介乎 30天至180天不等，或按本公司董事認為恰當
者延長。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少於30天 14,931 5,249
31至90天 1,125 1,424
91至180天 336 325
181至365天 71 52
超過365天 1,212 1,100  

17,675 8,150
  

信貸期限以內之應收貿易賬款之信貸質素乃參考有關對手方違約率之過往資料而作出
評估。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該等應收貿易賬款乃與本集團之各大客戶有關，且並
無出現拖欠結算跡象。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應收貿易賬款人民幣1,283,000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人民幣1,152,000元）已逾期但未減值，其與近期並無違約記錄的若干獨立客戶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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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賬款

於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應付貿易賬款
－第三方 39,779 26,324

－關聯人士 2,735 1,864

其他應付第三方賬款 25,884 32,913

應付股息 396 975  

68,794 62,076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應付貿易賬款（包括屬貿易性質之應付關聯人士賬款）按發票
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少於30天 27,606 19,002

31至90天 12,419 7,448

91至180天 238 612

181至365天 958 141

超過365天 1,293 985  

42,514 28,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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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打印機業務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打印機業務收入約為人民幣
135,490,000元，佔本集團收入約99%，較二零一八年同期減少約10%。收入下降
的主要原因二零一九年打印機市場需求低迷及新產品延期所致。

其他電子產品業務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其他電子產品業務收入約為人
民幣1,334,000元，佔本集團收入約1%，較二零一八年同期稍有增加人民幣69,000

元。

未來業務展望

二零一九年上半年公司在打印機就是雲應用的策略指導下，以客戶為中心，把
握市場變化的脈搏，勇於挑戰與創新，用心追求完美，努力為客戶提供與眾不
同及體驗完美的產品及服務，在打印設備、雲打印與雲應用、稅控解決方案、
新零售業務和視頻會議與教育系統等領域開展經營活動，取得較大進步，對下
半年的業務前景展望如下：

打印設備

打印設備經過多年的發展，公司取得了一系列打印設備的核心技術，如：針式、
熱敏、噴墨頭的打印驅動技術，各類針式打印頭專有技術，電機高速運轉時精
準微走步算法，專用ASIC控制芯片，噴墨自動插點打印技術和獨創連續供噴墨
處理系統等。打印作為精密機電一體化的設備，機械結構對產品的可靠性和質
量有重大的影響，公司掌握了複雜機械結構設計技術平台，以及四軸驅動走
紙、自動切換走紙通道、大墨盒連續供墨防溢墨和陶瓷自動切紙刀等技術。在
產品支持平台或特定應用需求上，具有安卓、iOS無線打印方案，斷電╱上電續
打和打印防丟單技術，嵌入式打印系統，低功耗電源管理方案和缺針補點打印
等技術或解決方案。在具體新產品上，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新推出了高速高負荷
平推針式打印機系列，包括80、110和136列不同系列機型，既可以滿足1+6聯票
據打印又能夠支持 2mm厚證本打印，實現一機多用，並且自動適應介質厚度，
無需人工切換，還可以24小時海量連續打印不停頓，在公安、稅務、不動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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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政務大廳，以及商業、企業等OA辦公場景均適合使用。實際推廣使用效
果良好，獲得用戶一致好評。在微型打印機方面也推出了與眾不同的產品，如：
24針針式微型打印機，比普通9針機型快30%，而且高清打印字體和二維碼，即
便小尺寸二維碼也可做到掃描識別無誤，更加符合當前國家大力推廣電子發
票的應用場景；自助式熱敏微型打印機，具有電控開關紙倉功能，不僅可以防
止捲紙、票據失竊而且換紙也更方便快捷，同時增加防丟單功能，使遠程傳輸
和打印更可靠，配備的陶瓷自動切刀經久耐用，非常適用於車票、電影票、福
利彩票、排隊機等自助設備中應用；57mm和76mm便攜針式打印機，輕便攜帶，
內置鋰電隨時隨地可以打印，支持雙聯打印，票據可長久保存，在水果海鮮、
建築材料配送單、快遞、交通運輸交收單、救護車收費單等需要現場打印的應
用上具有獨到之處，令交收無憂；易裝紙針式微型打印機，配置強勁的三聯自
動切紙刀，是目前市面上同類機型最大自動切紙厚度，滿足用戶客戶聯、商戶
聯和收銀聯的需求，支持雙色打印以滿足用戶通過顏色快速區分性質完全不
同的訂單，如後廚的取消訂單，不宜出錯，一旦出錯全遭損失。在噴墨打印機
方面推出獨具特色的產品，如：平推噴墨打印機，一舉克服了針式、激光、噴墨
和熱敏打印機都做不到的厚紙、連續紙及低噪聲打印，在醫院的應用中其低噪
聲打印體現呵護護士、關愛病人，深受醫生、護士和病人的歡迎，無可替代；支
持多材質、大幅面的打印，使之成為物流、酒店、花店、婚慶公司等的好幫手。
雙色噴墨打印機，具有紅黑雙色和自動雙面打印，加上配置超大連供墨盒，以
及防水防紫外光墨水，特別適合中國國情的紅頭文件打印，其打印比噴墨彩色
打印成本低得多，與激光打印相比又不產生臭氧、粉塵，更加綠色環保。

雲打印與雲打印應用解決方案

雲打印已經成為SaaS時代的重要基礎服務，公司也已經發展成為最早立足於軟
硬件深度整合的雲打印服務商。不僅如此，公司還開創性地提出「打印機就是
雲應用」戰略方針，即通過智能手機或移動終端掃碼打印機上得二維碼就可以
自動鏈接某種應用系統。這是突破性的業界新結果，從最終需要打印結果自動
激發客戶所需的服務，無需選擇、無需查找、無需思考，完全「傻瓜式」地啓動
服務，想客戶所想。如買彩票需要打印彩票選號結果憑證，乘車需要車票，銀
行開戶需要填寫個人資料等，只要掃碼相關的打印機就自動彈出彩票選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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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車次，或開戶表格等。公司在這些方面取得許多重大的成果，現在已經形
成「映美雲打印開放平台」和「映美雲打印應用解決方案」兩大重要核心技術，並
正在逐步轉化成開拓市場和佔領新市場的利器。其中，映美雲打印開放性平台
具有高安全、高質量、高可靠和多應用場景，並且接入與部署簡易、快捷。映美
雲打印平台支持HTML打印排版語言和可視化模板技術，即排版可見即可得，
把複雜的ESC打印指令變成大多數開發人員所通曉與掌握，助力第三方開發應
用高效便捷地集成雲打印能力。公司提供標準接入方式和私有雲部署接入方
式供客戶選擇，以滿足客戶對數據保密的不同要求。目前平台支持雲打印的產
品涵蓋熱敏打印機、條碼標籤打印機、針式微型打印機、針式平推打印機和噴
墨打印機等，並支持Wi-Fi、以太網、4G、藍牙和GPRS等多種網絡通信接口。二
零一九年上半年，首先公司進一步優化、完善映美雲打印開放平台的基礎系統
架構－磐石系統V2.0發佈上線運行，磐石系統為基於分布式和集群化架構，2.0

優化支持大併發服務，隨著公司雲打印用戶的不斷增加，提供更有力的技術保
障。其次，推出雲模版技術，即在Web端用鼠標拖拽式創建打印排版，為標籤、
票據、報表等打印排版提供了極簡的解決方案。第三，推出PC雲驅動，這是今
年上半年又一重要研發成果，通過安裝標準的PC雲驅動程序，使PC端任意文
件及應用軟件無需另外開發或改造系統就可以實現跨網、異地遠程打印，在批
發、生產、倉儲、物流、電商、稅控等領域都有廣泛的應用前景。第四，新推出
的雲打印及雲打印應用解決方案有：智能語音雲打印機MCP-58，支持任意內容
的語音合成及語音播報，打印同時自動播報訂單信息，特別適合外賣、餐飲、
零售等應用場景；報銷雲打印機，解決多種發票真偽查驗、多種電子發票歸集
批量打印、紙質發票拍照識別及自動查驗，以及自動打印當次報銷匯總表等，
有效地解決了電子發票重復報銷及發票真偽查驗的痛點，極大地提高了財務部
門的核對效率和減輕報銷人的工作量；桌面型雲自助終端，可以內置身份證、
IC卡閱讀器，支持客戶自助掃碼付費和多種自助打印服務，如：電子發票、銀
行╱收費╱信用卡賬單、文件、表格、個人信息等，同時還支持定制廣告，營銷
服務兩不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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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控解決方案

公司從事研發、推廣稅控產品和為稅控客戶提供稅控解決方案多年，積累了稅
控領域的豐富經驗，公司緊跟國家稅控政策及時開發相應的稅控產品，是國內
重要的稅控解決方案和產品提供商。公司的稅控產品除了傳統的推廣方式外，
近年來積極採用「以新帶舊，從新突破」的新措施，即用公司獨特、領先的稅控
解決方案帶動公司傳統稅控產品的推廣。如微信電子發票雲打印方案，用微信
掃碼就可以簡單快捷地推送打印電子發票，在業界率先推出，稅控服務商幾乎
沒有更好的選擇方案，紛紛與公司合作。當前稅控領域存在兩大痛點，特別是
推廣電子發票和在起徵點以下納稅戶推廣稅控系統更突出：第一個痛點，是商
戶業務系統與稅控系統分離，應開具的發票內容和金額無法直接從業務系統
中獲取，需要另外輸入導致容易出錯或不符合稅局開票規範；第二個痛點，是
嚴控服務商收費標準和嚴查實際收費，導致服務商迫切需要更低成本的稅控
解決方案。公司根據第一個痛點在開發卡莫餐飲收銀系統、門店管理系統和酒
店管理系統中與稅控服務商的開票系統打通，實現了收銀結賬和發票開具無
縫對接，既得到商戶的歡迎又同時開拓與稅控服務商的合作機會，且令公司提
出的「以軟帶硬」銷售策略得到更系統、更有效地執行。根據第二個痛點在二零
一九年上半年，公司對低成本開票解決方案進行了可行性方案研究與技術準
備，結合AI和雲打印技術，無需要對接第三方收銀系統進行改造，只需一台公
司開發的微型雲打印機就可以實現發票內容數據的自動採集，並在商戶原有
的小票上打印開具電子發票二維碼，實現超低成本的稅控解決方案，在餐飲、
便利店、服裝店、雜貨店、麵包烘焙、甜品店、體育用品、化妝品店、寵物店、藥
店等數量眾多但是營業額較小的各類門市商戶具有較好的推廣前景。另外，稅
控領域還長期存在一個痛點，即機打發票號碼必須與發票紙質上印制號碼一
致，由於這需要人工核對總是存在出錯的情況，為此公司開發了掃碼打印一體
機，內置攝像頭，自動抓拍發票印制號碼，OCR自動識別校對，確保印制號碼
與機打號碼一致，不產生廢票，令用戶工作效率更高，更令操作員精神放鬆，
深受用戶歡迎。此外，公司還推出熱敏電子發票自助雲打印機，在保持了噴墨
電子發票自助雲打印機的優勢基礎上，具有體積小、成本低的新優勢，並把本
來打印電子發票增加商戶經營成本轉化成「打印即營銷」，即在顧客手機掃碼的
首頁以十分自然的方式植入廣告及在尾頁插入鏈接，讓商戶做廣告及推廣，打
印發票變成一種營銷手段。



– 17 –

新零售業務

作為公司新零售業務的核心產品－卡莫新零售粉絲裂變營銷系統，面向餐飲、
零售、酒店、美業等多行業商戶，利用30多年商用設備開發及互聯網零售服務
經驗，開發推出軟硬一體的新一代智能門店系統和線上線下新零售解決方案。
該解決方案採用個性化、社交化的營銷管理，通過粉絲營銷、分享營銷等多種
裂變營銷方式，並充分利用AI數據管理，形成商戶的差異化經營，耕耘粉絲實
現二次營銷，打造「商戶自我掌控的營銷平台」。通過對功能模塊的不同組合和
系統級的權限管理，能夠快速地形成針對不同行業和應用場景的解決方案。目
前形成的典型應用解決方案有：(1)卡莫裂變營銷門店管理系統。門店僅需購買
一台公司開發的微型雲打印機，即可輕鬆實現開單、收款、開票、營銷等需求，
利用贈送的微商城及多種營銷工具，幫助門店實現線上線下一體化經營，讓門
店經營管理變得更簡單。適合用於餐飲、零售、酒店和美業等多業態。該解決
方案還具有許多特色：聚合支付，且通過支付頁的廣告鏈接實現二次營銷；小
票二維碼、支付頁或微信支付通知等多渠道自助開具電子發票；輕量部署，手
機安裝APP、打印機插上稅盤，即可實現收銀和開票無縫連接；可視化組件隨
意拖拽，極速搭建自我形象的微官網及微商城；裂變營銷功能，支持微信獎勵
提成，顧客之間卡券轉贈，讓顧客╱員工╱代理商全員裂變傳播分享銷售，人人
都是推銷員；系統由門店自己運營，直接掌控顧客交易數據與喜好，精準觸達
顧客，有利於沈澱門店自己的會員流量，玩轉二次營銷。(2)卡莫裂變營銷酒店
管理系統。一站式解決了酒店在微官網、微商城、在線訂房、裂變分享營銷、在
線客房服務、多業態管理及多種方式開票等方面的需求，是酒店自己的OTA裂
變營銷平台。幫助酒店管理者及時、全面地瞭解經營信息，可做出更加準確的
決策，從而有效地提高酒店的經營效益。適合用於公寓酒店、商務酒店、星級
酒店、度假酒店、快捷酒店、民宿和旅館等。該系統還具有許多特色：低成本打
造酒店自有訂房系統，可對接主流OTA平台，支持多種開票方式，支持微信預
授權，可與微信公眾號、小程序對接，完成微信生態消費閉環。(3)卡莫餐飲管
理系統。是專為餐飲行業商戶提供的軟硬件一體化的點餐收銀及營銷系統，
整合發票開具，簡化開票流程，為商戶節省經營成本，提高服務效率。適合用
於中餐、西餐、火鍋、甜品、烘焙、酒吧和快餐等。本系統具有多種點餐方式、
預約排隊、自建外賣平台、O2O整合營銷、會員及粉絲營銷，以及收銀結賬和
發票開具無縫對接等特色。(4)映美拉花打印機。採用純天然焦糖墨水，食品級
墨盒，無海綿設計，噴頭與墨盒一體化，用完即換，避免微生物污染，完全符合
食品安全衛生要求。支持多種介質打印，如咖啡奶泡、奶蓋茶飲、黑啤、餅乾、
小蛋糕、酸奶和雪糕等。除餐飲服務業等用於經營使用外，還可以用於銀行、
保險、酒店、4S店、售樓中心和各種機構、企業接待室及展會，特別是用於定制
禮品和制備客戶來訪飲品，具有給客人看得見的尊重及傳遞真情與感動。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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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使用還有微信公眾賬號、小程序和APP，其中APP支持多種語言，便於在全
球市場推廣。(5)映美彩繪美甲機。極速彩繪及烘乾一體化，採用三原色水性墨
水，高飽和度色彩，完美還原圖案，通過國家食藥局CFDA和歐盟ROHS檢測。公
司還運營美甲圖庫平台，不斷吸納第三方原創美甲新穎款式，持續為美甲店及
顧客帶來最新時尚與驚喜。(6)其它零售設備：5吋手持針打安卓智能終端、7吋
熱敏╱針式安卓POS一體機、10吋智能收銀打印一體機、13吋智能收銀機和43吋
觸摸屏自助終端，其中13吋和43吋的產品還分別支持Windows和Android兩種版
本。

視頻會議系統及互動教育平台

讓思想隨意流動、創意隨地互動，讓遠程溝通與學習實現現場的體驗，是公司
視頻會議及教育系統持續努力的方向。公司視頻教育及會議系統，結合無線智
能板書與微距攝像頭、無線智能麥克風和遠程會議演示投影機等設備，為創新
型企業提供高效遠程會議辦公系統，以及充分滿足培訓機構或名師一對多課外
輔導、藝術類教學、雙師課堂、名師課堂、技能實訓等多種教學需求。這兩大系
統整合了互聯網互動視頻的多項先進技術：支持多點控制單元MCU，實現了實
時多點在線互動，無論是視頻會議參與者之間或是互動教育平台老師與學生
都能實現隨時實地互動溝通交流，如同都在現場一樣，天南地北不再是距離；
支持多視點視頻MVV，允許用戶在一定範圍內選擇任意視點或視角觀看，可以
實現對同一場景的多方位體驗，全景、局部及不同角度一目瞭然，使用戶獲得
更加真實的視覺體驗；系統還嵌入了增強現實AR系統，可使會議或教學的視
頻背景畫面不再單調乏味、枯燥呆板，可在開會視頻背景板上同時播放一些輕
鬆怡人的畫面，令與會者在愉快之中完成開會，或在課堂上令教學更加生動逼
真。另外，公司的遠程會議演示投影機，內置安卓系統、視頻會議軟件、1,000萬
像素實物文件攝像頭，支持手機、平板電腦無線投屏、U盤直讀、文件共享等，
輕鬆實現遠程會議、遠程培訓、遠程技術支持和遠程現場演示等，無需電腦一
機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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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業績摘要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營業收入總額約為人民幣136,824,000

元，較上年同期下降約10%。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約為人民幣14,901,000元，而上
年同期虧損則為人民幣5,646,000元。每股基本虧損約為人民幣0.024元（二零一八
年六月三十日每股基本虧損人民幣0.009元）。股東應佔虧損增加的主要原因是
本期銷售及毛利減少，和期內新產品投入增加及新產品推出市場延期導致。

銷售及毛利分析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打印機業務收入約為人民幣135,490,000

元，佔本集團總收入約99%；其他電子產品業務收入約為人民幣1,334,000元，佔
本集團收入約 1%。與二零一八年同期比較，本集團綜合收入減少約 10%，收入
減少的主要原因是二零一九年打印機市場需求低迷及新產品延期所致；本集
團綜合毛利率約31%較去年同期下降了約5%，毛利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市場需
求低迷及競爭加劇所致。

資本性支出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資本性支出約為人民幣9,376,000

元，主要用於購置生產設備、研發大樓工程及產品模具投入。

財務及流動資金狀況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總資產約為人民幣447,508,000元（二零一八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429,598,000元），控股股東權益約為人民幣263,052,000

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77,798,000元）；非控股權益約為人民幣
(491,000）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19,000）元）；流動負債約為人
民幣184,678,000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19,901,000元），本集團
流動比率（流動資產對流動負債之比率）約為1.57（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28），流動比率下降主要原因是本期流動負債增加約人民幣64,77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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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受限制現金、定期存款
及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不包括認沽期權人民幣463,000元）合共約
為人民幣143,666,000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60,602,000元），而
本集團銀行貸款約為人民幣111,667,000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81,543,000元），於扣除貸款款項後，本集團處於淨現金狀況。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收到客戶尚未到期的銀行承兌票據約為人
民幣6,058,000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6,494,000元）。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總額人民幣7,000,000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人民幣7,000,000元）的若干銀行存款作為本集團銀行貸款融資的抵押，內保
外貸之用。此有關銀行存款將於清償相關銀行貸款後解除。

外幣風險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內地經營，大部分交易以人民幣列值及結算。然而，本集團
進口若干原材料及機器、向海外客戶銷售商品以及外幣借款產生以美元（「美
元」）、新台幣（「新台幣」）、歐元及港元（「港元」）計值的資產及負債而面臨外幣匯
兌風險。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中國境外的貨幣性財務負債高於
財務資產。

本集團通過定期審閱本集團外幣敞口淨額管理及監察其外幣匯兌風險，並於
有需要時通過削減財務負債紓緩匯率波動的影響。

收購事項及出售事項

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本集團與一間聯營企業，武漢鴻瑞達信息技術有限公司
（「鴻瑞達」），訂立協議，以代價人民幣2,640,000元收購其互動實時視頻業務，收
購已於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六日完成。

除另有披露者外，本集團於回顧期間並無任何其他重大收購事項或出售事項。

或有負債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有負債（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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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聘用1,226名員工（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1,061名員工）。除32名員工受僱於香港及海外，本集團所有僱員均位於中國
內地。本集團按業績及員工個別表現釐定所有員工之薪金及獎金政策。同時，
本集團亦提供社會保險、醫療補助及住房公積金等附帶福利，以確保本集團之
競爭力。此外，本集團已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以獎勵及激勵員工。

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
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致力於建立嚴格的企業管治常規及程序，旨在提升投資者信心及本公
司的問責性及透明度。本公司竭力維持高企業管治標準，且已於截至二零一九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遵守不時生效的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所有守則
條文，惟偏離下文守則條文第E.1.2條除外。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第E.1.2條規定，董事會主席須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然而，由於其他業務承擔，董事會主席歐栢賢先生並無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九
年五月二十一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

於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舉行的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已有一名執行董
事及其他獨立非執行董事出席，以使董事會對本公司股東的意見有持平的瞭
解。

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回、出
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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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標準守則作為其本身有關董事證券交易
的行為守則。本公司已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任何標準
守則不合規事宜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而全體董事確認於截至二零一九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已完全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

審閱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本集團截至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已由審核委
員會審閱。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
已經由本公司獨立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
的《香港審閱準則》第 2410號「實體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料」進行審閱。

刊發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

本 中 期 業 績 公 告 刊 登 於 聯 交 所 網 站 (www.hkexnews.hk)及 本 公 司 網 站
(www.jolimark.com)。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載
有上巿規則所規定的所有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可供於上述
網站閱覽。

承董事會命
映美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歐栢賢

香港，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歐栢賢先生、歐國倫先生及歐國良先生；及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簡麗娟女士、孟焰先生及楊國強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