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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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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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OLPAD GROUP LIMITED
酷派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69）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657,628 802,752 -18.1
除稅前虧損 (26,370) (344,579) -92.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淨虧損 (26,828) (325,869) -91.8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 （0.53港仙） （6.47港仙） -91.8

酷派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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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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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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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4 657,628 802,752
銷售成本 (551,601) (827,901)

毛利╱（毛損） 106,027 (25,149)
其他收益及盈利 4 163,066 136,437
銷售及分銷開支 (126,655) (105,131)
行政開支 (110,810) (179,310)
其他開支 (10,413) (90,355)
融資成本 (22,132) (16,895)
應佔下列公司虧損：
 一間合營公司 (1,702) (394)
 聯營公司 (23,751) (63,782)

除稅前虧損 5 (26,370) (344,579)
所得稅（開支）╱抵免 6 (458) 12,431

期內虧損 (26,828) (332,148)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26,828) (325,869)
 非控股權益 – (6,279)

(26,828) (332,148)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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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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虧損 (26,828) (332,148)

其他全面收益
後 續期間可能重新歸類為損益之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國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1,361 11,240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1,361 11,240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25,467) (320,908)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25,465) (314,629)
 非控股權益 (2) (6,279)

(25,467) (320,908)

本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每股虧損 8 港仙 港仙

 基本及攤薄 (0.53) (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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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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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55,061 843,867
投資物業 221,688 222,563
使用權資產 203,769 –
預付土地租金付款 – 184,800
無形資產 4,431 5,172
於一間合營公司之投資 99,363 101,402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309,921 339,225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之股本投資 177,125 139,932
應收貸款 1,580 4,076
其他非流動資產 11,973 14,310
遞延稅項資產 605 660

非流動資產總額 1,885,516 1,856,007

流動資產
存貨 333,663 194,955
應收貿易賬款 9 447,068 179,850
應收票據 10 1,754 8,967
短期應收貸款 3,536 4,60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438,576 560,945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7,257 27,922
抵押存款 72,146 114,96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6,846 168,554

流動資產總額 1,430,846 1,260,759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1 561,138 252,66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498,062 1,609,156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90,035 –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66,165 248,891
應付一間合營公司款項 39,427 –
應付一名關聯方款項 – 202,129
應繳稅項 110,536 110,907

流動負債總額 2,365,363 2,423,747

流動負債淨額 (934,517) (1,162,988)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950,999 693,019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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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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950,999 693,019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244,338 228,258
應付一名關聯方款項 266,034 –
遞延稅項負債 45,532 45,335
其他非流動負債 5,139 4,759

非流動負債總額 561,043 278,352

資產淨值 389,956 414,667

股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股權
股本 50,334 50,334
儲備 339,170 363,879

389,504 414,213
非控股權益 452 454

股權總額 389,956 414,667



6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公司資料

酷派集團有限公司為一間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本公司（「本公司」）之註冊辦
事處位於Royal Bank House－3rd Floor, 24 Shedden Road, P.O. Box 1586, Grand Cayman, 
KY1-1110, Cayman Islands。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為無線解決方案及設備供應商。於期內，本集團繼
續集中生產及銷售手機及配件，以及提供無線應用服務及融資服務。

2.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編製基準及變動

2.1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
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規定須予
披露之所有資料及披露資料，並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2.2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

於編製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時採納之會計政策與於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應用者一致，惟採納於二零一九年一月
一日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除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本） 反向補償的提早還款特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 計劃修訂、縮減或結清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於聯營公司或合營公司之長期權益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3號

所得稅之不確定性之處理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五年至
 二零一七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號、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23號（修訂本）

除下文就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於聯營公司
及合營公司之長期權益及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3號所得稅處理
之不確定性之影響說明以外，新訂及新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與編製本集團之中期
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並無關連。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性質及影響概述如
下：

(a)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取代了香港會計準則17號租賃、香港（國際財務報告
詮釋委員會）－詮釋第4號確定一項安排是否包含一項租賃、香港（準則詮釋委
員會）－詮釋第15號經營租賃－獎勵及香港（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7號評
估法律形式為租賃之交易實質。該準則規定了租賃確認、計量、列報及披露的
原則，並要求承租人應確認租賃資產及負債。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下出租
人的會計處理與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實質上沒有改變。出租人將繼續使用與香
港會計準則第17號相似的原則將租賃分類為經營租賃或融資租賃。因此，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並未對本集團作為出租人的租賃產生任何財務影響。

本集團以經修訂追溯法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並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
日首次應用。根據該方法，本集團已追溯應用該準則，並將首次採納的累計影
響視為對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保留盈利期初結餘的調整，且概不會重列二零
一八年的比較資料，而繼續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作出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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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的新定義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倘合約以代價為交換而授予於一段時間內控制
使用已識別資產的權利，則該合約為租賃或包含租賃。當客戶擁有自使用已識
別資產獲得絕大部分經濟利益的權利以及擁有指示使用可識別資產的權利時，
控制權即獲授予。本集團選擇使用過渡性的可行權宜方法以容許該準則僅適用
於先前於首次應用日期已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及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委員會）－詮釋第4號確認為租賃之合約。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及香港（國
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4號不會重估未確認為租賃的合約。因此，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項下租賃的定義僅適用在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
訂立或變動的合約。

於包含租賃部分的合約開始或獲重估時，本集團根據其獨立價格將合約中的代
價分配予各個租賃及非租賃部分。本集團已採納的承租人可用可行權宜方法，
不會區分非租賃部分及就租賃及相關非租賃部分（例如物業租賃的物業管理服
務）入賬作為單一租賃部分。

作為承租人－以前歸類為經營租賃之租賃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影響的性質

本集團擁有各種物業項目之租賃合約。作為承租人，本集團先前根據對租賃是
否將資產所有權的絕大部分回報及風險轉移至本集團的評估，將租賃分類為融
資租賃或經營租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本集團應用單一方法確認
及計量所有租賃之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惟低短期租賃（按相關資產類別選
擇）的選擇性豁免除外。本集團已選擇不就(i)低價值資產租賃（例如筆記本電腦
及電話）；及(ii)於開始日期之租賃期為十二個月或以下的租賃確認使用權資產
及租賃負債。相反，本集團於租賃期內以直線法將與該等租賃相關的租賃款項
確認為開支。

對過渡的影響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之租賃負債根據剩餘租賃款項的現值，使用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日的遞增借款利率貼現後予以確認，並包含於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使用權資產根據租賃負債金額計量，並就與緊接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前於財務
狀況表確認的租賃相關的任何預付或應計租賃款項金額作出調整。所有該等資
產於該日期均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就任何減值作出評估。本集團選擇將使
用權資產於財務狀況表單獨呈列。

就先前包含於投資物業並按公平價值計量的租賃土地及樓宇（指以獲得租賃收
入及╱或資本增值為目的）而言，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繼續將其包含
於投資物業內。其持續按公平價值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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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時，本集團已使用以下選
擇性可行權宜方法：

• 對於租賃期自首次應用日期起十二個月內終止的租賃應用短期租賃豁免

• 倘合約包含延長╱終止租賃的選擇權，則於事後釐定租賃期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因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產生的影響如下：

增加╱（減少）
千港元

（未經審核）

資產
 使用權資產增加 213,140
 預付土地租金付款減少 (184,800)
 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其他資產減少 (5,194)

資產總額增加 23,146

負債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增加 23,146

負債總額增加 23,146

保留盈利變動 –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的租賃負債與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經營租賃
承擔之對賬如下：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經營租賃承擔 25,071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的加權平均遞增借款利率 7.13%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的貼現經營租賃承擔 22,479
減：與 短期租賃及與餘下租賃期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前終止的該等租賃有關的承擔 (2,807)
加：於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未確認的 

可選擇延長期限付款 3,474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的租賃負債 23,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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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會計政策概要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披露的租賃會計政策
將自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起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後由以下新會計政
策取代：

使用權資產

使用權資產乃於租賃開始日期確認。使用權資產按成本減任何累計折舊及任何
減值虧損計量，並就任何租賃負債的重新計量作出調整。使用權資產的成本包
括已確認的租賃負債金額、已產生的初始直接成本及於開始日期或之前作出的
租賃款項減任何已收租賃優惠。除非本集團合理確定將於租賃期末時取得租賃
資產的擁有權，否則已確認的使用權資產於其估計可使用年期或租賃期（以較
短者為準）內按直線法計算折舊。當使用權資產符合投資物業的定義時，則包
含於投資物業。相應的使用權資產首次按成本計量，而其後根據本集團的「投
資物業」政策按公平價值計量。

租賃負債

租賃負債於租賃開始日期按租賃期內租賃款項的現值確認。租賃款項包括固定
款項（包括實質固定款項）減任何應收租賃優惠、依據指數或利率的浮息租賃款
項及剩餘價值擔保下的預期支付金額。租賃款項亦包括合理確定將由本集團行
使的購買選擇權的行使價及為終止租賃而支付的罰款（倘租賃期反映本集團將
行使終止選擇權）。並非依據指數或利率的浮息租賃款項將於導致付款的事件或
條件發生的期間確認為開支。

於計算租賃款項的現值時，倘租賃中隱含的利率不易釐定，則本集團使用於租
賃開始日期的遞增借款利率。於開始日期之後，租賃負債的金額增加且已作出
的租賃款項減少以反映利息的累增。此外，倘有修改、租賃款項未來因指數或
利率變動出現變動、租賃期發生變化、實質固定租賃款項變化或購買相關資產
的評估變化，則租賃負債的賬面值將重新計量。

釐定含續租權合約的租賃期之重大判斷

本集團將租賃期釐定為不可撤銷的租賃期，連同延長租賃的權利涵蓋之任何期
間（倘可合理確定其將獲行使）或終止租賃的權利涵蓋之任何期間（倘可合理確
定其將不獲行使）。

本集團有權在其部分租賃下將物業的租賃期年限額外延長三年。本集團就評估
是否合理確定行使續租權作出判斷。本集團考慮所有能創造經濟獎勵促使其續
租的相關因素。於租賃開始日期後，倘發生重大事件或情況出現重大變動，而
該等事件或變動於本集團的控制之內並影響其行使續租權的能力，則本集團將
重估租賃期。

本集團將續租期間包含於機械租賃的一部分租賃期，此乃由於該等資產對本集
團的經營而言具有重要性。該等租賃具有短期不可撤銷期，且倘無可用替代
者，則將對生產造成重大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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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及損益表內確認的金額

本集團之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的賬面值（包含於「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及
期內變動如下：

使用權資產
預付土地
租金付款 物業 小計 租賃負債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189,438 23,702 213,140 23,146
折舊費用 (2,829) (5,846) (8,675) –
利息開支 – – – 762
付款 – – – (6,941)
未確認匯兌差額 (698) 2 (696) 10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185,911 17,858 203,769 16,977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確認短期租賃的租金開支為
734,000港元。

(b)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澄清了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除外範圍僅包
含應用權益法核算的聯營公司或合營公司的權益，並不包含沒有應用權益法核
算的實質構成聯營公司或合營公司的淨投資一部分的長期權益。因此，一個實
體在計算該等長期權益時，並非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而應採用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9號，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項下的減值要求。惟有在確認聯
營公司或合營公司的虧損及對該聯營公司或合營公司的淨投資減值的情況下，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才適用於淨投資。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採納該等修訂
本後，本集團評估其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的長期權益之業務模式，並得出結
論，認為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的長期權益將繼續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按攤銷成本計量。因此，該等修訂本並未對本集團的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造
成任何影響。

(c)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3號針對稅務處理涉及影響香港會
計準則第12號應用的不確定性（通常稱為「不確定稅務狀況」）時所得稅（即期
及遞延）的會計處理。該詮釋不適用於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範圍以外的稅項或
徵費，亦無具體規定與不確定稅務處理相關的利息及罰款。該詮釋具體針對(i)
實體有否單獨考慮不確定稅務處理；(ii)實體就稅務機關審查稅務處理作出的假
設；(iii)實體如何釐定應課稅溢利或稅項虧損、稅基、未動用稅項虧損、未動用
稅項抵免及稅率；及(iv)實體如何考慮事實及情況的變化。於採納該詮釋後，本
集團考慮其集團間銷售的轉讓定價是否產生任何不確定的稅務狀況。根據本集
團的稅務合規及轉讓定價調查，本集團確定稅務機關十分有可能接納其轉讓定
價政策。因此，該詮釋並未對本集團的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造成任何重大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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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部資料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移動電話 物業投資 融資服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分部收入
對外部客戶銷售 657,291 – 337 657,628
其他收入及盈利 150,655 6,464 – 157,119

總計 807,946 6,464 337 814,747

分部業績 14,298 5,688 104 20,090

對賬：
利息收益 5,947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投資減值 (4,822)
融資成本 (22,132)
應佔一間合營公司虧損 (1,702)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23,751)

除稅前虧損 (26,370)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移動電話 物業投資 融資服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分部收入
對外部客戶銷售 802,068 – 684 802,752
其他收入及盈利 96,577 9,045 – 105,622

總計 898,645 9,045 684 908,374

分部業績 (288,198) 7,804 603 (279,791)

對賬：
利息收益 5,013
失去附屬公司控制權之盈利 25,802
融資成本 (16,895)
應佔一間合營公司虧損 (394)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63,782)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14,532)

除稅前虧損 (344,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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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示本集團的經營分部分別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資產及負債資料。

移動電話 物業投資 融資服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2,295,944 221,391 5,764 2,523,099

於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1,989,885 224,911 9,309 2,224,105

分部負債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2,018,677 2,988 – 2,021,665

於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1,802,574 2,564 – 1,805,138

地域資料

非流動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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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陸 1,702,442 1,707,350
海外 3,764 3,989

1,706,206 1,711,339

上述非流動資產資料乃根據資產（未計金融工具及遞延稅項資產）之地點劃分。

4. 收入、其他收益及盈利

收入之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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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
 銷售移動電話及相關配件 655,966 792,033
 無線應用服務收益 1,325 10,035
 融資服務收益 337 684

657,628 802,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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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的分類收入資料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部 移動電話 融資服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地域市場
中國大陸 66,866 337 67,203
海外 590,425 – 590,425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總額 657,291 337 657,628

確認收入時間
於某時點轉讓的貨品及服務 657,291 – 657,291
隨時間確認融資收益 – 337 337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總額 657,291 337 657,628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部 移動電話 融資服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地域市場
中國大陸 134,916 684 135,600
海外 667,152 – 667,152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總額 802,068 684 802,752

確認收入時間
於某時點轉讓的貨品及服務 802,068 – 802,068
隨時間確認融資收益 – 684 684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總額 802,068 684 802,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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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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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利息收益 5,947 5,013
租金收益總額 6,464 9,045
政府資助及補貼* 69,567 68,403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之股本投資之公平價值盈利淨額 41,794 –
失去附屬公司控制權之盈利 – 25,802
其他 39,294 28,174

163,066 136,437

* 政府資助及補貼指稅務局退回之增值稅以及若干財政局用以支持本集團若干研發活
動之撥款。該等資助及補貼沒有未履行之條件或或然事項。

5. 除稅前虧損

本集團除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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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售存貨成本 603,480 814,532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5,195 21,308
專利權及特許權攤銷* 732 765
使用權資產折舊╱確認預付土地租金付款 8,675 2,545

研發成本：
 已攤銷產品開發成本* – 3,365
 期內開支* 64,663 68,035

64,663 71,400

就短期租賃的最低租賃租金開支 734 6,805
與租賃負債相關的已確認利息開支 2.2 762 –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投資減值 4,822 –
存貨（ 撥回）╱減記至可變現淨值 (51,879) 8,762
確認╱（撥回）以股權結算之購股權開支 756 (10,471)
出售於聯營公司之投資盈利 (2,340)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虧損 665 2,036
金融資產╱（減值回轉）減值 (16,549) 9,032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之股本投資之
 公平價值盈利淨額 (41,794) –
失去附屬公司控制權之盈利 – 25,802

* 期內專利權及特許權攤銷、產品開發成本攤銷及研發開支已包含於簡明綜合損益及
其他全面收益表之「行政開支」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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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

本公司乃於開曼群島註冊之獲豁免繳稅公司，並通過中國內地成立之附屬公司（「中國附
屬公司」）進行絕大部分業務。

由於本集團於期內概無源自香港之應課稅溢利，故此，並無就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二零
一八年：無）。其他地方有關應課稅溢利的稅項已以本集團附屬公司經營所在國家之有關
現行法律、詮釋及慣例為基準，按該處通行之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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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2,031
遞延 394 (14,462)

期內稅項開支╱（抵免）總額 458 (12,431)

7.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八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8. 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期內虧損26,828,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325,869,000港元），以及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5,033,407,480股（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5,033,407,480股）計算。

每股攤薄虧損乃根據母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期內虧損計算。計算時所用之普通股加權平均
股數為期內已發行普通股數目（與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者相同），假設普通股加權平均
股數已於所有具攤薄潛力之普通股被視作獲行使兌換為普通股時以零代價發行。

由於尚未行使購股權對所呈列的每股基本虧損金額並不具攤薄影響，因此並無就攤薄對截
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呈列的每股基本虧損金額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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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貿易賬款

於報告期末，應收貿易賬款按交易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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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月內 386,773 158,389
四至六個月 52,068 16,312
七至十二個月 13,693 7,774
一年以上 300,787 299,275

753,321 481,750

減：減值 (306,253) (301,900)

447,068 179,850

10. 應收票據

於報告期末，應付票據按開具日期計算之賬齡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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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月內 1,754 8,967

應收票據為不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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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貿易賬款

於報告期末，應付貿易賬款按交易日期計算之賬齡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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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月內 456,389 87,231
四至六個月 25,396 4,512
七至十二個月 6,186 17,621
一年以上 73,167 143,300

561,138 252,664

應付貿易賬款為不計息，一般期限為30至60日。

12. 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一九年七月十九日，公司接獲認購方通知，認購方已決定無須進一步延長最後完成
日期，以及終止可轉換債券認購協議，即時生效。更多詳情請參考公司於二零一九年七月
十九日發佈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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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按產品類別劃分的收入分析

於所示期間按產品類別劃分的綜合收入來源的比較明細載於下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收入 佔總收入 收入 佔總收入

收入 百萬港元 百分比 百萬港元 百分比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移動電話及相關配件的銷售 656.0 99.8 792.1 98.7
無線應用服務收益 1.3 0.2 10.0 1.2
融資服務 0.3 – 0.7 0.1

總計 657.6 100 802.8 100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未經審核收入為657.6百萬港元，
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802.8百萬港元減少18.1%。報告期內收
入減少主要由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中國大陸的智能手機市場競爭加劇及國內市場
購買訂單繼續縮減所致。

毛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毛利╱（毛損） 毛利 毛利率 毛損 毛損率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總計 106.0 16.1% (25.1) -3.1%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整體毛利增加131.1百萬港元，較
二零一八年同期的毛損25.1百萬港元增加522.3%。本集團於報告期內的整體毛利
率較二零一八年同期的毛損率3.1%增加19.2%至16.1%。達到該毛利主要是由於本
集團：1）積極有效的成本控制；及2）海外銷售的增加導致整體毛利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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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益及盈利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其他收益及盈利較二零一八年同
期的136.4百萬港元增加26.7百萬港元或19.6%至163.1百萬港元。該增加主要由於
本集團於萬咖壹聯有限公司（一間於聯交所主板上市的公司（股份代號：1762））
股份的股本投資之公平價值增加所致。

銷售及分銷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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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售及分銷開支（百萬港元） 126.7 105.1
佔總收入的百分比 19.3% 13.1%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開支為由二零一八年
同期的105.1百萬港元增加21.6百萬港元至126.7百萬港元。該增加淨額21.6百萬港
元主要由於報告期內美國市場的營銷、廣告及促銷開支的支出增加所致。

行政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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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開支（百萬港元） 110.8 179.3
佔總收入的百分比 16.8% 22.3%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行政開支由二零一八年同期的179.3百萬港
元減少68.5百萬港元至110.8百萬港元。減少淨額68.5百萬港元主要由於二零一九
年上半年的員工數減少所致。行政開支佔總收入的百分比保持16.8%，其主要由
於報告期內5G技術的研發開支持續增加所致。

所得稅開支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所得稅開支減少至0.5百萬港元，
主要是因為應納稅所得額減少以及利用了可抵扣稅務虧損。

淨虧損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淨虧損26.8百萬港元，較截
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淨虧損332.1百萬港元減少305.3百萬港元或
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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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營運資金主要來自日常營運產生的現金及
借款。本集團的現金需求主要與生產及經營活動、償還應付負債、資本支出、利
息及股息付款以及其他未能預見的現金需求相關。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
集團資產負債比率為87%（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5%）。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126.8百萬港元，而二零
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168.6百萬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債務總額（即借貸總額）約334.4百萬港元，
均以人民幣計值。本集團的借貸乃按介乎5%至12%的浮動年利率計息，年期為一
年至兩年。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擁有5,033,407,48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已發
行普通股。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存貨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的存貨週轉期為86.3日（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78.8日）。

應收貿易賬款

報告期內的應收貿易賬款週轉期為85.8日（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112.2日）。

應付貿易賬款

於報告期內的應付貿易賬款週轉期為132.8日（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134.6日）。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定期存款約72.1百萬港元已用於銀行提供履約擔保之
抵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5.0百萬港元）。

業務回顧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初進行主要管理變動。陳家俊先生（「陳先生」）獲委任為本公
司執行董事兼新任行政總裁，自二零一九年一月十七日起生效。本集團相信在陳
先生的領導下，本公司能進一步增強競爭力並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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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未經審核收入為657.6百萬港元，
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802.8百萬港元減少18.1%。截至二零一
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整體毛利增加131.1百萬港元，較二零一八年
同期的毛損25.1百萬港元增加522.3%。本集團於報告期內的整體毛利率較二零一
八年同期的毛損率3.1%增加19.2%至16.1%。該毛利成果主要由於本集團於二零一
九年上半年積極有效地提高運營效率及成本控制所致。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智能手機的開發及銷售仍為本集團的主要
業務。本集團繼續於三個主要地區經營其業務：i)美國；ii)中國國內；及iii）東南
亞，並於該等市場中應用不同策略。

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本集團於中國國內市場並未取得滿意業績。受自二零一五
年以來的行業改革影響，來自電訊運營商的採購訂單持續下降。然而，本集團認
為國內市場為必要的業務單位，並重組其銷售團隊。一方面，該新團隊持續推出
低端智能手機，以與電訊運營商的合同佈局協調；另一方面，該新團隊一直致力
於中至高端智能手機（預期將於二零一九年第三季推出），旨在以較經濟實惠的價
格為客戶╱終端客戶帶來更佳用戶體驗。

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本集團仍意識到東南亞市場帶來的機遇，擬管理該市場的
風險及業務穩定。透過與若干核心渠道客戶維持穩固關係，本集團減少其渠道管
理開支以提供客戶更具競爭力的價格，從而取得更佳銷量。

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本集團專注於海外市場，尤其是美國市場（於二零一九年
上半年，其約佔本集團的銷售淨額88%）。本集團將其於美國市場的業務分為兩部
份：i)透過與當地電訊運營商合作的智能手機業務，及ii）透過與美國的amazon.
com合作的智能配件（如充電器、數據線及充電寶）。本集團委任當地專才作為監
督美國市場的新管理層，並為美國市場提供一條獨立的獨家產品線，其使本集團
的總銷量中來自美國市場的比率穩步提升（儘管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的銷
售總額整體下降）。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繼續加強研究及開發（「研發」）能力。本集團深刻認識
到研發實力對本公司的重要性，並將其自身定位為重技術的公司。本集團擁有高
級設計團隊、深入地區別及優化安卓操作系統的功能及特性，並持續強化其研發
實力，在為用戶提供最佳的智能手機體驗的同時，本集團亦繼續投資5G技術的研
究並擴大其研發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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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展望

自一九九四年起，作為重技術的公司，本集團進軍電訊行業已逾25年，在電訊技
術方面累積了豐富的經驗及知識。智能手機的開發及銷售將繼續作為本集團的主
要業務。特別是隨著5G時代的到來，本集團將抓住振興的機遇。

本集團擬為其業務應用以下兩項策略：i)於海外市場方面，本集團將關注於美國
市場的發展並將提高該市場的增長率作為目標，本集團亦擬管理東南亞市場的風
險及業務穩定，及ii）於中國國內市場方面，本集團將增加投資，並繼續專注於運
營商渠道及線上渠道的發展。

本集團已委任當地專才作為監督美國市場的新管理層，並將繼續視其為核心業務
地區之一，以及將足夠的資源分配至該區域，以於二零一九年下半年實現穩定營
業額。本集團將繼續為其專業團隊提供培訓，以確保團隊將對美國市場有深入
瞭解，並將持續招募業內最優秀的人才。本集團已與T-Mobile建立穩固的合作關
係。本集團將進一步集中其資源以滿足當地電訊運營商的要求，從而擴大與其他
移動運營商公司的穩固合作。

於二零一九年，本集團於擴大其產品組合至智能配件已作出初步進展。本集團於
美國的亞馬遜旗艦店銷售中至高端智能配件，其包括充電器、數據線、充電寶
等，並已取得用戶的正面回饋及擬擴大其產品類型至智能硬件（如藍牙耳機及監
控攝像機）。與此同時，本集團亦正在考慮擴大配件業務及其銷售渠道至其他國家
（如德國、英國及日本），並於未來納入零售渠道及電訊運營商渠道。

本集團亦於東南亞市場尋求良機。本集團將穩健地開展其業務。

由於美國市場銷量構成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銷售總額的絕大部分，本集團
持續監管中美貿易戰的風險。本集團一直對將其供應鏈由中國大陸轉移至東南亞
的可能性及效率進行評估。本集團為了應對貿易戰帶來的潛在風險將做好準備。
酷派為少數擁有足夠註冊專利權及豐富研發實力積累的中國品牌之一。該優勢使
本集團能於開拓海外市場時緩解法律風險。

至於在國內市場方面，本集團擬增加其投資並繼續專注於在運營商渠道及線上渠
道的發展。本集團持續看到中國有前景的市場機遇（尤其是通過線上渠道），因此
其於本年度高度重視國內市場，且未擬定退出國內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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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國內5G標準制定組成員參與方之一，本集團致力於開發下一代5G技術及其智
能終端。本集團認為5G技術為其帶來了成長機遇。本集團將於本年度繼續投資5G
研發及擴大研發團隊。二零一九年為5G的開始年，而支援5G的智能手機可能較昂
貴。本集團旨在盡快為消費者帶來更實惠的5G智能手機。

憑藉精細化管理、堅持不懈的努力、創新科技及有效的產品佈局，本公司堅信其
將會克服艱難向前航行。在背負重擔中踏上新的征程，我們將團結勤勉地努力前
進。

外匯風險

本集團面臨交易貨幣風險。該等風險乃因為經營單位以單位之功能貨幣以外之貨
幣進行買賣而產生，而收入、銷售成本及銀行貸款的若干部分則以美元計值。美
元與人民幣的匯率波動可能影響本集團的表現及資產價值，而人民幣貶值將使本
集團未來的若干原材料之採購成本上升。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本集團未訂立任何衍生合約以對沖此風險。

信貸風險

本集團僅與受認可及信譽卓著之第三方進行買賣。本集團之政策為所有有意以信
貸期進行買賣之客戶，須接受信貸審核程序。此外，應收款項結餘持續受監管，
而本集團承受壞賬風險並不重大。由於本集團僅與受認可及信譽卓著之第三方進
行買賣，故並未要求提供抵押品。

利率風險

本集團之利率風險主要與短期及長期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相關，該等貸款及借貸
均按固定及浮動利率計算。當期利率的增加將增加利息成本。截至本報告期末，
本集團未簽訂任何形式之利率協議或衍生工具，以對沖利率波動。

僱員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683名僱員（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637名僱員）。

發行、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於報告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發行、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
上市證券。



24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中期股息。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的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自身進行證券交易的守
則。經本公司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已確認彼等於回顧期間已全
面遵守標準守則所要求的標準。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現時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並已審閱本
公司所採納的會計原則及常規，亦已討論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呈報事宜。審核
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

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一九年七月十九日，公司接獲認購方通知，認購方已決定無須進一步延長
最後完成日期，以及終止可轉換債券認購協議，即時生效。更多詳情請參考公司
於二零一九年七月十九日發佈的公告。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守則」）之守則條文A.2.1規定，主席與
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同一人擔任。主席與行政總裁之間的職責分
工應明確界定並以書面列載。自二零一六年八月五日以來，董事會主席與行政總
裁的角色已分開，然而，由於劉弘先生於二零一八年一月十九日不再擔任董事會
主席，故董事會尚未指定董事擔任董事會主席。

董事會將繼續評估董事會成員的角色及職能並將根據相關規定及本公司組織章程
細則考慮委任董事會主席。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董事知悉任何資料可合理顯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任何時間未符合守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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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性陳述

本公告報告載有根據董事會就本集團所經營行業及市場而作出的當前想法、假設
及預期的前瞻性陳述。該等前瞻性陳述受超出本集團控制範圍的風險、不確定性
及其他因素所限，可能導致實際業績或表現與該前瞻性陳述中明示或暗示的內容
有重大差異。本公司股東及╱或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不要過度依賴本公告所載資料。本公司任何證券持有人或潛在投資者如有疑問，
應尋求專業顧問的意見。

代表董事會
酷派集團有限公司

梁兆基
執行董事
公司秘書

香港，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執行董事為陳家俊先生、梁兆基先生、林霆峰先生及梁銳先
生；非執行董事為吳偉雄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黃大展博士、謝維信先生及陳
敬忠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