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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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不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PLAYMATES TOYS LIMITED 

彩星玩具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69）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中期業績公佈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概覽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港幣千元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收入 83,988 157,156 

毛利 38,684 80,014 

營運虧損 (54,301) (31,071) 

除所得稅前虧損 (49,426) (21,282) 

所得稅（開支）╱抵免 (3,212) 1,38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52,638) (19,901) 

   

每股虧損 港仙 港仙 

 - 基本 (4.46) (1.69) 

 - 攤薄 (4.46) (1.69) 

 

彩星玩具集團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之全球營業額為港幣 8,400 萬元（二零一九年同期：港幣 1

億 5,700 萬元），較去年同期減少 47%。營業額減少部分乃由於「忍者龜」按計劃稍作停頓

及「Ben 10」縮減所致，而兩者均為上年度主要品牌。此外，2019 冠狀病毒大流行疫情對全

球供應鏈造成嚴重打擊，自三月起已對全球零售銷售產生重大不利影響，在此嚴峻的環境

下，不利新品牌之推出。因此，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推出的新品牌之銷售額未能抵銷「忍者
龜」及「Ben 10」縮減的影響。 

 

 

玩具銷售毛利率為 46%（二零一九同期：51%）。毛利率下降歸因於新產品的產品研發及模

具費用增加，惟部分已被毛利率較高的美國市場佔整體銷售比例上升所抵銷。經常性營運開

支較去年同期減少 16%，反映：(i)市場推廣費用下降（惟當中因受新品牌宣傳費用及預付特

許權費撥備所影響，其於營業額中佔比有所增加）；及(ii) 管理行政開支減少（惟其於營業額

中佔比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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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該期間錄得營運虧損港幣5,400萬元（二零一九年同期：營運虧損港幣3,100萬元）。二

零二零年上半年股東應佔淨虧損為港幣5,300萬元（二零一九年同期：淨虧損港幣2,000萬

元）。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繼續對本集團短期的經營環境構成嚴峻挑戰。然而，我們將繼續審慎管

理營運成本及秉持一貫行之有效的投資策略，集中資源開發符合本集團專長及迎合消費者行

為變化的新機遇。 

 

品牌概覽 

 

「Ben 10」 
 
Cartoon Network的「Ben 10」動畫電視片集（目前為第四季）繼續於美國及若干國際市場熱

播，吸引萬千觀眾。全新動畫電影「Ben 10 vs. The Universe」將於今年秋季上畫。我們預期

該品牌於二零二零年繼續作出正面貢獻。 

 
「Godzilla vs. Kong」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令不少電影上映計劃受到影響，當中包括傳奇影業與華納兄弟合作的

「Godzilla vs. Kong」電影已推遲至二零二一年上畫。儘管大型宣傳活動將於明年配合電影

上映時推出，惟我們將按先前計劃率先於二零二零年秋季推出「Godzilla vs. Kong」產品系

列。同時，我們將繼續銷售源自東寶 Classic Monsters 的產品，該產品自二零二零年春季推

出以來，銷情符合預期。 

 

「Power Players」 
 
繼於Cartoon Network首度登場後，ZAG動作喜劇動畫系列－「Power Players」現正Netflix在

熱播中。儘管因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導致零售停擺，妨礙年初於美國推出產品，我們將於本

年度餘下時間在多個主要國際市場開售「Power Players」產品系列。 

 

「Miraculous：Tales of Ladybug & Cat Noir」 
 

ZAG熱門動畫片集－「Miraculous：Tales of Ladybug & Cat Noir」在超過120個國家播出，

於全球廣受歡迎，現正籌備新一季動畫片集及特輯。我們計劃於二零二零年秋季開始將於選

定的國際市場推出一系列特色「Miraculous：Tales of Ladybug & Cat Noir」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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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y Ninjas」 
 
「Spy Ninjas」為YouTube備受歡迎的動作歷奇片集，講述一班好友利用武術及偵探技巧拆

解謎團，以戰勝邪惡黑客組織Project Zorgo。「Spy Ninjas」每週播出數個單元，每個新單元

播出首小時旋即錄得上百萬觀賞，而每月更吸引超過4億次YouTube瀏覽的佳績。 

 
彩星玩具的首發「Spy Ninjas」產品將於今年秋季推出。其包括在片集出現的秘密裝備、解

碼器、忍者武器、新的Project Zorgo面罩及其他刺探工具。 

 

「Billie Eilish」 
 
我們與Bravado合作，為一位獲得五項格林美音樂獎項得主的前衛音樂藝人－「Billie 

Eilish」開發一系列玩具人偶。Eilish為首位千禧世代出生而在Billboard 200排行榜上高踞榜

首的藝人。作為一位在全球擁有190億串流量及於社交媒體有超過1億關注者的藝人，Billie 

Eilish為現今文化偶像。我們將於今年秋季為各年齡層的樂迷及收藏家推出產品系列。 

 

「Pikwik」 
 
我們與一間多倫多動畫工作室Guru Studio攜手合作為「Pikwik Pack」片集推出一系列新的學

前玩具人偶、組合、玩具車、毛絨玩具及各個角色造型玩具，目前正在開發中，該片集將於

美國及多個主要國際市場的Disney Junior頻道播放。 

 

該片集故事在Suki the hedgehog 帶領下，Axel the racoon、Hazel the cat、及Tibor the hippo一起

合作為「Pikwik」居民送上驚喜滿滿的禮物。「Pikwik」劇集充滿了歷險奇遇、歡欣及暖心

的元素，為學前兒童提供娛樂之餘，同時帶出團隊合作、責任感和判斷思維等社會價值的訊

息。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B%95%E7%95%AB%E5%B7%A5%E4%BD%9C%E5%AE%A4&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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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 

  

簡明綜合收益表及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零二零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美金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附註十一） 
 

收入 三 10,768 83,988 157,156 

銷售成本  (5,808) (45,304) (77,142) 

 

毛利  4,960 38,684 80,014 

 

市場推廣費用  (4,297) (33,518) (41,184) 

銷售及分銷費用  (835) (6,513) (8,608) 

行政費用  (6,789) (52,954) (61,293) 

 

營運虧損  (6,961) (54,301) (31,071) 

 

其他收入淨額 四 766 5,976 10,468 

融資成本  (141) (1,101) (679) 

 

除所得稅前虧損 五 (6,336) (49,426) (21,282) 

 

所得稅（開支）╱抵免 六 (412) (3,212) 1,38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虧損 

 及應佔期間總全面收益  (6,748) (52,638) (19,901) 

  

  美仙 港仙 港仙 
每股虧損 八 

 基本  (0.57) (4.46) (1.69) 

 

 攤薄  (0.57) (4.46)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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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零二零年六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零二零年  二零二零年  二零一九年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美金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附註十一） 

非流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297 2,317 2,276 

使用權資產  1,905 14,861 3,050 

遞延稅項資產  2,701 21,064 22,608 

 

  4,903 38,242 27,934 

 

流動資產 

存貨  1,354 10,564 19,518 

應收貿易賬項 九 1,533  11,955 66,116 

已付按金、其他應收賬項及預付賬項  9,251 72,157 49,846 

可退回稅項  - - 2,720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  558 4,349 - 

現金及銀行結餘  124,170 968,526 1,005,556 

 

  136,866 1,067,551 1,143,756 

  

流動負債 

應付貿易賬項 十 1,478 11,525 34,489 

已收按金、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12,269  95,697 93,812 

撥備  4,519 35,246 42,348 

租賃負債  820 6,394 3,169 

應繳稅項  1,832 14,292 12,594 

 

  20,918 163,154 186,412 

 

流動資產淨值  115,948 904,397 957,34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20,851 942,639 985,278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132 8,833 - 

 

  1,132 8,833 - 

 

資產淨值  119,719 933,806 985,278 

 

權益 

股本  1,513 11,800 11,800 

儲備  118,206 922,006 973,478 

 

權益總額  119,719 933,806 985,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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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料附註 

 

一、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簡明綜合財務資料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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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

則之適用披露條文而編製。 

 

本簡明綜合財務資料應與二零一九年年度財務報表一併閱讀。 

 

編製本簡明綜合財務資料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零一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之年度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符。 

 

二、 會計政策之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若干於本集團之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該等修訂對當前或過往期間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

狀況並無重大影響。本集團並無應用於本會計期間仍未生效的任何新準則或詮釋。 

 

三、 收入及分部資料 

 

本集團根據向本集團高級行政管理人員呈報以供彼等就分配資源至本集團業務分部及

檢討該等分部表現之定期內部財務資料識別營運分部及編製分部資料。根據本集團高

級行政管理人員用以制定戰略決策之內部報告，本集團僅有一個營運分部，為玩具及

家庭娛樂活動產品之設計、研發、市場推廣及分銷。除所得稅前可呈報分部溢利╱虧

損、可呈報分部資產及可呈報分部負債並無單獨分析呈列。 

 

收入指銷售玩具及於客戶取得貨品控制權時確認。 

 



 7 

三．一 地區分部資料 

 

下表載列有關(i)本集團之收入及(ii)本集團之物業、機器及設備及使用權資產

（「指定非流動資產」）所在地區之資料。收入所在地區按客戶所在國家劃

分。指定非流動資產所在地區按物業、機器及設備及使用權資產之實際所在

地點劃分。 

 

 收入 指定非流動資產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六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所屬地） 24  10  14,436  1,978 

 

美洲 

  － 美國 63,168 85,898 1,124 3,348 

  － 其他地區 7,455 16,172 - - 

歐洲 11,774 45,799 1,618 - 

香港以外其他 

  亞太地區 1,076 8,873 - - 

其他 491 404 - - 

 

  83,964 157,146 2,742 3,348 

 

 83,988 157,156 17,178 5,326 
 

三．二 主要客戶 

 

本集團之客戶基礎包括一名（二零一九年：兩名）客戶之交易額佔本集團總收

入10%以上。向該客戶進行銷售所得之收入約為港幣40,441,000元（二零一九

年：分別為港幣52,967,000元及港幣16,832,000元）。 

 

四、 其他收入淨額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二零年  二零一九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利息收入 5,476 10,382 

股息收入 13 12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之收益淨額 441 - 

其他 46 74 

 

 5,976 10,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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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除所得稅前虧損 
 

除所得稅前虧損已扣除下列各項：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二零年  二零一九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售存貨成本 34,763 68,199 

產品研發及工具費用 9,992 8,898 
特許權使用費支出 11,856 21,715 
董事及僱員薪酬 32,368 35,695 
折舊 
-  物業、機器及設備 664 2,396 

-  使用權資產 4,221 1,525 

短期租賃之租金開支 - 2,713 

租賃負債利息開支 457 138 

 
六、 所得稅支出╱（抵免） 
 

本集團須繳付香港利得稅的公司，由於本期間產生稅務虧損或有承前稅務虧損以抵銷本
期間之應課稅溢利，故無計提香港利得稅。海外附屬公司的海外稅項按相關適用稅務法
例計算。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二零年  二零一九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間稅項 
  海外稅項 1,698 4,254 

  以往年度超額撥備 – 香港 (30) - 

 
 1,668 4,254 

 
遞延稅項 
  暫時差異之產生及撥回(附註) 1,544 (5,635) 

 
所得稅支出╱（抵免） 3,212 (1,381) 

 

附註 :   

鑑於大流行疫情及全球商業環境的不確定性，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並
無確認任何與稅項虧損有關的遞延稅項抵免（二零一九年：本集團確認與稅項虧損有關
的遞延稅項抵免為港幣7,652,000元）。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累計未確認稅項虧損為港幣183,509,000元（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23,508,000元）。 根據相關現行稅例，此等稅項虧損並無
到期時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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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股息（ 二零一九年：港幣零元）。 

 
八、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港幣52,638,000元（二零一九年：港幣
19,901,000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1,180,000,000股（二零一九年：
1,179,996,000股）計算。 
 
截至二零二零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虧損相等於每股基本虧損，
因行使購股特權的潛在普通股具反攤薄作用，故不計入每股攤薄虧損的計算內。 
 

九、 應收貿易賬項 
 

 二零二零年  二零一九年 

 六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收貿易賬項 29,752  82,899 

減：客戶折扣撥備 (17,797)  (16,783) 

 

 11,955  66,116 
 

本集團向零售客戶給予折扣以便該等客戶促銷其滯銷貨品。客戶折扣撥備按當時及歷史

資料評估有關風險後得出。 

 

本集團通常以即期或遠期信用狀，或按六十至九十天信貸期之賒賬方式與客戶進行交

易。應收貿易賬項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零二零年  二零一九年 

 六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零至六十天 8,859  43,546 

六十一天至九十天 661  16,753 

九十一天至一百八十天 818  3,231 

一百八十天以上 1,617  2,586 

 

 11,955  66,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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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應付貿易賬項 
 

應付貿易賬項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零二零年  二零一九年 

 六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零至三十天 10,523  27,559 

三十一天至六十天 248  5,198 

六十天以上 754  1,732 

 

 11,525  34,489 

 

十一、 美元等值 
 

有關數字祇作參考用途，並以二零二零年六月三十日港幣7.8元兌美金1元之匯率為根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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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分析 

 

玩具業務基本上受行業季節性影響。因此，在每年下半年之銷售旺季中，應收貿易賬項之比

例通常會大幅上升。按照業內慣例，大部分應收貿易賬項會在第四季後期至下年度第一季內

收取，以致在銷售旺季中會對營運資金有額外需求。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應收貿易賬

項為港幣11,955,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66,116,000元）及存貨為港幣

10,564,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9,518,000元）。 

 

本集團之流動資金比率（即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之比率）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為6.5，而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6.1。 

 

本集團維持經常性業務及未來增長及發展所需之現金於充裕水平。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

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為港幣968,526,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1,005,556,000元），其中港幣940,031,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970,877,000

元）乃以美元計值，餘下金額主要以港幣計值。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亦持有海外上市證券的庫務投資（即 The Walt Disney 

Company (DIS.US)）港幣 4,349,000 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零元），佔本集團

資產總值 0.4%。 

 

本集團主要須就以美元為單位之銷貨承受外幣風險。由於港幣與美元間之匯率控制在一狹窄

幅度內，本集團並無對沖其外幣風險。外幣匯率長期變動將對綜合盈利有所影響。 

 

購回、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於本期間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期間概無購買或出售本公

司任何股份。 

 

企業管治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整個六個月期間內，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

業管治守則之原則，並已遵從所有適用守則條文（「守則條文」），惟守則條文其中一項關

於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須由不同人士擔任者除外。 

 

本公司並無指定行政總裁。董事會監督本集團的管理、業務、策略及財務表現。本集團的日

常業務由執行董事共同處理。執行董事於高級管理人員協助下獲授權負責本集團業務運作及

營運和業務決策。董事會認為該架構乃適當，可確保有效管理及監控本集團業務及營運。上

文概述的架構將定期檢討以確保企業管治維持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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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檢討本集團所採用之會計準則及慣例，並討論有關內部監控及財務申

報等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 

 

 

 

 

 

董事會代表 

杜樹聲 

主席 
 

香港，二零二零年八月二十一日 

 

截至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以下董事： 

 

杜樹聲先生（主席）、陳光強先生（執行董事）、鄭炳堅先生（執行董事）、周宇俊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林懷漢(獨立非執行董事)、李正國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及陳偉恒先

生（執行董事） 
 
 
* 僅供識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