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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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會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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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概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385,920 657,494 -41.3
除稅前虧損 (28,767) (26,474) 8.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淨虧損 (65,927) (26,828) 145.7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 （1.13港仙） （0.53港仙） 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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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
期業績，連同二零一九年同期之比較數據如下：



2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附註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收入 4 385,920 657,494
銷售成本 (301,841) (551,601)

毛利 84,079 105,893
其他收益及盈利 4 202,229 163,013
銷售及分銷開支 (99,444) (126,655)
行政開支 (98,175) (110,731)
其他開支 (69,602) (10,409)
融資成本 (18,102) (22,132)
應佔下列公司虧損：
 一間合營公司 (451) (1,702)
 聯營公司 (29,301) (23,751)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除稅前虧損 5 (28,767) (26,474)
所得稅開支 6 (40,103) (400)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期內虧損 (68,870) (26,874)

已終止經營業務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期內溢利 7 2,943 46

期內虧損 (65,927) (26,828)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65,927) (26,828)
 非控股權益 – –

(65,927) (26,828)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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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期內虧損 (65,927) (26,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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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55 2,318
 重新歸類調整期內出售之國外業務 – 29
 應佔其他全面虧損：
  一間合營公司 (3,774) (337)
  聯營公司 (264) (649)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5,317 1,361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60,610) (25,467)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60,607) (25,465)
 非控股權益 (3) (2)

(60,610) (25,467)

本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每股虧損 9 港仙 港仙

 期內基本及攤薄 (1.13) (0.53)
 持續經營業務基本及攤薄 (1.18)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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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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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8,513 547,334
投資物業 537,435 389,118
使用權資產 179,822 164,054
無形資產 2,880 3,644
於一間合營公司之投資 175,858 180,083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266,272 304,341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之股本投資 53,653 94,369
應收貸款 – 1,098
其他非流動資產 34,676 35,791
遞延稅項資產 483 543

非流動資產總額 1,929,592 1,720,375

流動資產
存貨 169,351 254,255
應收貿易賬款 10 229,891 422,580
短期應收貸款 – 2,272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23,085 402,807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2,955 7,080
抵押存款 67,953 66,86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28,465 297,420

1,021,700 1,453,280

分類為持作出售的資產 183,060 186,323
分類為持作出售的出售組別資產 7 368,462 –

流動資產總額 1,573,222 1,639,603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1 337,683 505,961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727,046 1,402,490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218,953 240,439
租賃負債 10,626 9,587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39,200 52,811
應付一名關聯方款項 272,163 –
應繳稅項 109,212 112,409

2,714,883 2,323,697

與分類為持作出售的資產
 直接相關的負債 7 9,380 –

流動負債總額 2,724,263 2,323,697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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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負債淨額 (1,151,041) (684,094)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778,551 1,036,281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3,515 7,733
應付一名關聯方款項 – 269,432
遞延稅項負債 86,247 47,424
其他非流動負債 5,537 3,468

非流動負債總額 95,299 328,057

資產淨值 683,252 708,224

股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股權
股本 60,334 58,334
儲備 622,699 649,668

683,033 708,002
非控股權益 219 222

股權總額 683,252 708,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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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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處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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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編製基準及變動

2.1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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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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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應用者一致，惟本期間財務資料首次採
納的下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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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號（修訂本） 業務的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Covid-19相關租金寬免（提前採納）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

重大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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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號（修訂本）對業務的定義進行了澄清並提供額外指引。
該等修訂本明確了如果要構成業務，一組整合的活動和資產必須至少包括一項
投入和一項實質性過程，這些投入和過程共同顯著促進創造產出的能力。業務
可以不具備所有創造產出所需的投入和過程。該等修訂本移除對市場參與者是
否有能力收購業務並持續產出的評估要求，轉為重點關注所取得的資源投入及
實質過程共同對創造產出的能力有否重大貢獻。該等修訂本縮小了產出的定義
範圍，重點關注於向顧客提供的商品或服務、投資收益或其他日常活動收益。
此外，該等修訂本為評估所取得的過程是否為實質性過程提供了指引，並引入
了可選的公平價值集中度測試，允許對所取得的一組活動和資產是否不構成業
務進行簡化評估。本集團已對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發生的交易或其他
事件預先應用該等修訂本。有關修訂本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表現概無任何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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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
訂本）旨在解決銀行同業拆息改革對財務申報的影響。該等修訂本提供可在替
換現有利率基準前的不確定期限內繼續進行對沖會計處理的暫時性補救措施。
此外，該等修訂本規定公司須向投資者提供有關直接受該等不確定因素影響的
對沖關係的額外資料。由於本集團並無任何利率對沖關係，因此有關修訂本對
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表現概無任何影響。

(c)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為承租人提供一項可行權宜方法以選擇不就
Covid-19疫情直接產生的租金寬免應用租賃修改會計處理。該可行權宜方法僅
適用於Covid-19疫情直接產生的租金寬免，且僅當(i)租賃款項的變動導致租賃
代價有所修訂，且經修訂的代價與緊接變動前的租賃代價大致相同，或少於緊
接變動前的租賃代價；(ii)租賃款項的任何減少僅影響原到期日為二零二一年六
月三十日或之前的租賃款項；及(iii)租賃的其他條款及條件並無實質變動。該
修訂本對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追溯有效，允許提前應
用。由於出租人並無因Covid-19疫情而減少或豁免本集團租賃辦公大樓的租賃
款項，因此該修訂本並未對本集團財務狀況及表現造成任何影響。

(d)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提供重大的新定義。新定義
列明，倘資料遭忽略、錯誤陳述或隱瞞可合理預期會影響一般用途財務報表主
要使用者根據該等財務報表作出的決定時，則資料屬重大。該等修訂本澄清重
大與否視乎資料的性質或規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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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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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部資料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移動電話 物業投資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部收入（附註4）
對外部客戶銷售 385,920 – 385,920
其他收入及盈利 32,260 167,522 199,782

總計 418,180 167,522 585,702

分部業績 (150,223) 166,289 16,066

對賬：
利息收益 1,835
融資成本（不包括租賃負債利息） (17,528)
出售於聯營公司之投資盈利 612
應佔一間合營公司虧損 (451)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29,301)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稅前虧損 (28,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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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部收入（附註4）
對外部客戶銷售 657,494 – 657,494
其他收入及盈利 150,655 6,464 157,119

總計 808,149 6,464 814,613

分部業績 14,351 5,688 20,039

對賬：
利息收益 5,894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投資減值 (4,822)
融資成本（不包括租賃負債利息） (22,132)
應佔一間合營公司虧損 (1,702)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23,751)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除稅前溢利 (26,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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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示本集團的經營分部分別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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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終止
經營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615,878 539,775 – 2,155,653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1,827,483 391,504 3,966 2,222,953

分部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2,076,080 3,202 – 2,079,282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1,913,452 3,597 2,335 1,919,384

地域資料

非流動資產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中國大陸 1,864,414 1,607,010
海外 3,382 9,146

1,867,796 1,616,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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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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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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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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413 656,169
 無線應用服務收益 507 1,325

385,920 657,494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的分類收入資料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部 總計
千港元

（未經審核）

地域市場
中國大陸 30,246
海外 355,674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總額 385,920

確認收入時間
於某時點轉讓的貨品及服務 385,920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總額 385,920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部 總計
千港元

（未經審核）

地域市場
中國大陸 67,069
海外 590,425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總額 657,494

確認收入時間
於某時點轉讓的貨品及服務 657,494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總額 657,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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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利息收益 1,835 5,894
租金收益總額 10,278 6,464
政府資助及補貼* 20,316 69,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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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2,556 39,294
物業投資之公平價值盈利 157,244 –

202,229 163,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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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銷售存貨成本 273,644 603,48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0,015 15,195
專利權及特許權攤銷* 700 732
使用權資產折舊 5,926 8,675

研發成本：
 期內開支* 97,783 64,663

就短期租賃的最低租賃租金開支 901 734
與租賃負債相關的已確認利息開支 574 762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投資減值 – 4,822
存貨減記╱（撥回）至可變現淨值 28,197 (51,879)
確認以股權結算之購股權開支 9,638 756
出售於聯營公司投資之盈利 (612) (2,34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虧損 110 665
金融資產減值╱（減值撥回） 7,305 (16,549)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之股本投資之公平價值盈利淨額 38,978 (41,794)
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盈利 (157,24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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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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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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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 151 6
遞延 39,952 394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期內稅項開支總額 40,103 400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期內稅項開支總額 2,046 58

42,149 458

7. 已終止經營業務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七日，本公司宣佈其董事會決議出售深圳市匯盈小額貸款有限責任公
司，其從事融資服務。本集團決議終止其融資服務業務以集中其資源於移動電話產品。預
期將於二零二零年九月完成出售深圳市匯盈小額貸款有限責任公司。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
十日，出售的最終磋商正處進行階段，故深圳市匯盈小額貸款有限責任公司被分類為持作
出售組別及已終止經營業務。由於深圳市匯盈小額貸款有限責任公司被分類為已終止經營
業務，故此，經營分部資料的附註不再包含融資服務業務。

深圳市匯盈小額貸款有限責任公司的期內業績呈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15,468 183
開支 (6,499) (79)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溢利 8,969 104
重新計量公平價值確認的虧損 (3,980) –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的除稅前溢利 4,989 104
所得稅：
 與稅前溢利相關 (2,046) (58)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期內溢利 2,943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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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匯盈小額貸款有限責任公司於六月三十日分類為持作出售的主要資產及負債類別如
下：

截至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未經審核）

資產
長期應收貸款 924
短期應收貸款 188,500
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其他資產 196
現金及銀行結餘 178,842

分類為持作出售的資產 368,462

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7,173)
應繳稅項 (2,207)

與分類為持作出售的資產直接相關的負債 (9,380)

與出售組別直接相關的資產淨值 359,082

深圳市匯盈小額貸款有限責任公司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如下：

截至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 174,188

現金流入淨額 174,188

每股盈利：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的基本及攤薄 0.05港仙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下列各項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本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溢利 2,943,000港元 46,000港元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5,834,506,381 5,033,407,480

8.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九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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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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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927,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26,828,000港元），以及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5,834,506,381股（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5,033,407,480股）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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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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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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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個月內 181,212 365,773
4至6個月 8,718 23,549
7至12個月 27,283 37,907
1年以上 326,029 301,326

543,242 728,555

減：減值 (313,351) (305,975)

229,891 422,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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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個月內 123,638 332,458
4至6個月 28,286 46,957
7至12個月 97,907 34,629
1年以上 87,852 91,917

337,683 505,961

應付貿易賬款為不計息，一般結算期限為30至60日。

12. 報告期後事項

本集團概無任何報告期後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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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按產品分類的收入分析

於所示期間按產品分類劃分的綜合收入來源的比較明細分析載於下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收入
收入

百萬港元
佔總收入
百分比%

收入
百萬港元

佔總收入
百分比%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銷售移動電話及相關配件 385.4 99.9 656.2 99.8
無線應用服務收益 0.5 0.1 1.3 0.2

總計 385.9 100 657.5 100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未經審核收入為385.9百萬港元，
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657.5百萬港元減少41.3%。報告期內收
入減少主要是由於因COVID-19的持續影響，本集團將原訂於二零二零年第二季
度在美國的新產品上市延後所致。

毛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毛利╱（毛損）
毛利

百萬港元 毛利率
毛損

百萬港元 毛損率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總計 84.1 21.8% 105.9 16.1%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整體毛利減少21.8百萬港元，較
二零一九年同期之105.9百萬港元減少20.6%。本集團於報告期內的整體毛利率較
二零一九年同期的毛利率16.1%增加5.7%至21.8%。達到該毛利率主要是由於截至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積極且有效提升營運效率及成本控制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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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及分銷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銷售及分銷開支（百萬港元） 99.4 126.7
佔總收入的百分比 25.8% 19.3%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開支由二零一九年同
期的126.7百萬港元減少27.3百萬港元至99.4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銷售及分銷開支佔收入的百分比為25.8%，較二零一九年同期的
19.3%增加6.5%。銷售及分銷開支佔收入的百分比增加乃主要由於於COVID-19疫
情期間，本集團於美國市場增加營銷及促銷力度以促進產品銷售所致。

行政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行政開支（百萬港元） 98.2 110.7
佔總收入的百分比 25.4% 16.8%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行政開支由二零一九年同期的110.7百萬港
元減少12.5百萬港元至98.2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行
政開支佔總收入的百分比為25.4%，較二零一九年同期的16.8%增加8.6%。行政開
支佔總收入的百分比增加乃主要由於本集團豐富產品品類促使研發開支增加所致。

所得稅開支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期內所得稅開
支為40.1百萬港元，其主要由於就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盈利確認的遞延稅項開支
所致。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除稅前淨虧損

相較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除稅前淨虧損26.5百萬港元，截至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除稅前淨虧損28.8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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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營運資金主要來自其日常營運產生的現金
及借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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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本集團資產負債比率為78%（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6%）。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228.5百萬港元，而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297.4百萬港元。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債務總額（即借貸總額）約491.1百萬港元，
均以人民幣計值。本集團的借貸乃按介乎5%至6.5%之間的浮動年利率計息，年
期為一年。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擁有6,033,407,48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已發
行普通股。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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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3日（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56.7日）。

應收貿易賬款

報告期內的應收貿易賬款週轉期為152.2日（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58.4日）。

應付貿易賬款

報告期內的應付貿易賬款週轉期為251.5日（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95.7日）。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定期存款約68.0百萬港元已用於銀行提供履約擔保之
抵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6.9百萬港元）。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賬面值25,556,000港元於一間聯營公司南京宇
龍威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之20%股份之投資已質押作為該聯營公司股東貸款之抵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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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回顧二零二零年上半年，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本集團一邊積極參與抗疫，一邊
在艱難時局中尋求突圍。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未經審核收入為385.9百萬港元，
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657.5百萬港元減少41.3%。主要系受疫
情的持續影響，本集團將原計劃於二零二零年第二季度在美國的新產品上市推出
時間延後，上半年在主要銷售目標區域美國沒有推出新產品所致。截至二零二零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毛利為84.1百萬港元，較二零一九年同期的毛
利減少20.6%，毛利率較二零一九年同期增加5.7個百分點至21.8%。該毛利率增
長主要是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積極有效地提升運營效率及成本控制所致。
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開支佔總收入的百分比為25.8%，較二零一九年同期增加6.5
個百分點，主要系本集團在疫情中加大了美國市場的營銷推廣力度以促進產品銷
售。行政及研發開支佔收入的百分比為25.4%，較二零一九年同期提升了8.6個
百分點，主要系本集團豐富了產品品類導致研發開支提升及疫情期間收入下降而
使固定行政開支縮減有限所致。二零二零年上半年本集團的除稅前虧損為28.8百
萬港元，而二零一九年同期的除稅前淨虧損為26.5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上半年
本集團的淨虧損為65.9百萬港元，較二零一九年同期的淨虧損26.8百萬港元增加
39.1百萬港元，主要系本集團二零二零年上半年計提所得稅增加39.7百萬港元所
致。

長期戰略取得進展

二零二零年，本集團的長期戰略已經取得進展：1）於海外市場，海外版圖從北美
成功拓展至日本、拉美等，推出了平板、智慧手錶、追蹤器、MBB等產品品類。
及2）於中國市場，本集團已經在智慧城市、工業互聯網和智慧AR眼鏡方面取得
階段性進展，在5G終端，5G工業模組，AR眼鏡及5G小基站等方面陸續推出了產
品。

5G工業互聯網產品

二零二零年上半年，酷派發佈了首款工業互聯網產品－5G工業路由模組，實現
了基於實際工業場景需求的「即插即用」，可支持多種接口需求，降低了客戶二次
開發的成本並縮短了產品的上市時間，且可應用於多種工業應用終端，比如無人
機、機器臂、VR終端、攝像頭、機器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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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支持

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以每股0.215港元的認購價格發行了800,000,000
股新普通股，成功融資了171百萬港元（經扣除股份發行費用）。本公司於二零二
零年六月三十日以每股0.130港元的認購價格發行了200,000,000股新普通股，成
功融資了26.0百萬港元。在資本支持保障下，本集團有信心為市場提供更具競爭
力的產品和更優質的服務。

專利發明

知識產權媒體IPRdaily與incoPat創新指數研究中心聯合發佈「2020上半年中國企
業發明授權專利排行榜(TOP100)」，酷派集團的國內主體－宇龍通信以224項專利
位列所有中國企業第35位。

防疫用品生產

面對疫情，針對醫療防控物資設備等需求告急的情況，本集團不忘企業的社會責
任，基於自動化硬件生產條件，藉助自身在供應鏈管理、市場協同、技術輸出等
方面的能力與優勢，打通原材料採購、設備製造、產品生產等全產業鏈，在本年
度二月份改造增設了民用手術口罩生產線，不僅滿足本集團員工防疫需求，還將
及時做好防疫物資的供給，以響應政府有關政府部門及企業合作夥伴的需求。

業務展望

未來，本集團將堅持海外市場業務與中國市場業務齊驅並重的長期戰略。於海外
市場方面，積極穩固和維護與海外客戶的關係，豐富產品品類，提供更具競爭力
的產品；於中國市場方面，繼續在5G領域加大研發，隨着多款手機及全新智能硬
件產品的陸續推出，本集團將同時持續發力工業互聯網產品及應用、智慧城市及
社會治理現代化等新興智能終端及系統應用，酷派將以全新產品面貌回歸中國市
場。

5G佈局

酷派作為5G標準參與制定者之一，在5G領域持續投入研發，經過多年積累，在
全球首個實現5G獨立組網全覆蓋的城市深圳，酷派的5G應用將大有可為。二零
二零年上半年酷派在5G智慧手機終端、5G工業模組、AR眼鏡及5G小基站等方面
陸續推出了產品，目前酷派在5G方面積累的專利已有900多項。酷派憑藉5G技術
的積累，在IOT物聯網、工業互聯網產品及應用、智慧城市、社會治理現代化等
新興智能終端及系統應用方面進行全面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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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市場推出高性價比5G手機

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二日，酷派發佈了與天翼電信合作的首款千元 5 G手機－
Coolpad X10，重回國內運營商市場，是目前市場上最具性價比的5G手機，酷派
致力於打造具性價比的5G手機，實現全民5G，更快更酷。

AR眼鏡

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八日，酷派發佈首款超輕薄無線AR眼鏡Xview，整機重量
僅為78g，整機最厚處小於7mm，是同類產品的四分之一，帶來極致輕薄體驗；
搭載了全球領先顯示技術－光波導技術，透光率高達83%，實現無遮擋，高對比
度，完全無邊框，帶來極致沉浸體驗。

智慧城市

七月二十九日，酷派集團旗下宇龍計算機通信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與深圳市景悅
科技有限公司就白石洲智慧城區項目訂立生態夥伴戰略合作協議。雙方將充分發
揮各自業務領域的技術在白石洲智慧城區項目中多個模組進行充份合作，共同探
索智慧城區相關技術，為景悅科技提供解決方案。

酷派大廈

擁有南山科技園北區核心位置、軟硬件兼優的酷派辦公室大樓已進入招商階段即
將交付使用。

外匯風險

本集團要面對交易外匯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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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成本則以美元列值。人民幣與美元的匯率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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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未訂立任何衍
生工具合約以對沖此風險。

信貸風險

本集團僅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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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須接受信貸審核程序。此外，應收款項結餘持續受監管，
而本集團面臨之壞賬風險並不重大。由於本集團僅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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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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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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利息按固定
及浮動利率計算。當期利率的增加將增加利息成本。於報告期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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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684名僱員（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668名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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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
券。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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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

報告期後事項

本集團概無任何報告期後重大事件。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良好的企業管治有助於提高整體表現及問責性，並對現代企業管治至關重要。董
事會一直奉行良好企業管治的原則，以股東利益為依歸，並致力確定及制訂最佳
常規。於報告期內，本公司已審閱其企業管治文件，董事會認為本公司已全面遵
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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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性陳述

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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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度依賴本報告所載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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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飛
執行董事

聯席公司秘書

香港，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執行董事為陳家俊先生、梁銳先生、馬飛先生、許奕波先生
及林霆峰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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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敬忠先生及郭敬暉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