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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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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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 Asia Data Holdings Inc.
聯洋智能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561）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告

聯洋智能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
同2019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363,744 190,576
銷售及服務成本 (277,265) (163,819)

  

毛利 86,479 26,757
其他收入 17,617 11,549
其他收益及虧損 (2,097) 84
預期信貸虧損模式下的
 減值虧損撥回 347 225
分銷及銷售開支 (22,718) (17,969)
行政開支 (73,222) (44,855)
融資成本 4 (26,346) (142)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3,963 (7)

  

除稅前虧損 5 (15,977) (24,358)
所得稅（開支）╱抵免 6 (3,774) 881

  

期內虧損 (19,751) (23,477)
  

應佔期內（虧損）╱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36,172) (22,313)
 非控股權益 16,421 (1,164)

  

(19,751) (23,477)
  

每股虧損
 — 基本及攤薄 7 (5.42港仙 ) (3.72港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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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虧損 (19,751) (23,477)
  

其他全面開支
期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46,123) (481)
 應佔聯營公司其他全面開支 (2,557) (553)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 (48,680) (1,034)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68,431) (24,511)
  

應佔全面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58,115) (23,327)
 非控股權益 (10,316) (1,184)

  

(68,431) (24,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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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0年6月30日

於2020年 於2019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2,593 99,368
 使用權資產 60,875 70,051
 無形資產 9 1,765,856 1,827,270
 於聯營公司權益 10 263,013 325,586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498 511
 遞延稅項資產 1,613 1,440
 使用權資產相關的已付按金 2,575 2,628

  

2,187,023 2,326,854
  

流動資產
 存貨 25,327 45,73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497,676 555,882
 可收回稅項 655 23
 受限制銀行存款 12 342,496 424,285
 銀行結餘及現金 234,559 420,058

  

1,100,713 1,445,979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3 455,407 801,288
 租賃負債 7,976 9,250
 借貸 14 – 50,234
 應付承兌票據 15 – 9,391
 應付稅項 12,047 15,531

  

475,430 885,694
  

流動資產淨值 625,283 560,285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812,306 2,887,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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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0年 於2019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354,282 369,032
 借貸 14 500,000 500,000
 應付承兌票據 15 170,229 –
 租賃負債 14,350 20,252
 應付或然代價 – 205,846

  

1,038,861 1,095,130
  

資產淨值 1,773,445 1,792,009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6 6,774 6,631
 儲備 740,363 748,75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747,137 755,385
非控股權益 1,026,308 1,036,624

  

權益總額 1,773,445 1,79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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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及編製基準

本公司根據開曼群島法例第22章公司法（2007年修訂本）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並登記為獲
豁免有限責任公司。本公司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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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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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
則而編製。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主要附屬公司從事提供第三方支付服務以及製造及
買賣液態塗料及粉末塗料。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以港元（「港元」）呈列，而港元亦為本公司之功能貨幣。

2. 主要會計政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按公允價值計量（如適用）的若干金融工
具除外。

除因採納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產生額外的會計政策外，截
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採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本集團截
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為未經審核，惟已由天職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根據香港會計
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進行
審閱。

應用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中的經修訂引用概念框架及以下由香港
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就編製本集團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而言，
該等準則於2020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強制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第8號（修訂本） 重大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業務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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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當前期間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中的經修訂引用概念框架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對於當前及過往期間及╱或於該等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中所披露的的本集團財務狀況及
表現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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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及分類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買賣液態塗料及粉末塗料以及自2019年8月9日Mao Ho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olding Limited（「Mao Hong」）交易事項起，已開始從事第三方支付服務業務。本
集團的主要經營決策者將其視為新經營及可報告分類，且導致其可報告分類的組成發生
以下變化：

第三方支付服務 — 提供第三方支付服務

塗料 — 製造及買賣塗料

過往期間的分類披露已予以重列，以符合當前期間的呈列方式。

分類收益及業績

本集團按經營及可報告分類劃分的收益及業績呈列如下：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第三方
支付服務 塗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提供第三方支付服務
— 佣金收入 193,195 – 193,195
— 金融科技授權服務收入 32,781 – 32,781
— 其他 4,638 – 4,638

銷售貨品
— 液態塗料 – 120,790 120,790
— 粉狀塗料 – 12,340 12,340

   

外部收益 230,614 133,130 363,744
   

業績
分類溢利 39,398 13,376 52,774

  

利息收入 5,789
未分配企業收入 3,266
未分配企業開支 (47,376)
未分配企業其他收益及虧損 (8,047)
融資成本 (26,346)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3,963

 

除稅前虧損 (15,977)
所得稅開支 (3,774)

 

期內虧損 (19,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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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第三方
支付服務 塗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收益
提供第三方支付服務
— 佣金收入 – – –
— 金融科技授權服務收入 – – –
— 其他 – – –

銷售貨品
— 液態塗料 – 177,616 177,616
— 粉狀塗料 – 12,960 12,960

   

外部收益 – 190,576 190,576
   

業績
分類溢利 – 9,745 9,745

  

利息收入 779

未分配企業收入 4,629

未分配企業開支 (39,378)

未分配企業其他收益及虧損 16

融資成本 (142)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7)
 

除稅前虧損 (24,358)

所得稅抵免 881
 

期內虧損 (23,477)
 

分類溢利指概無企業項目分配（包括利息收入、來自一間聯營公司的附屬公司管理費收
入及租金收入、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收益淨額、中央行政成本、物業、廠房及設
備折舊、使用權資產折舊、無形資產攤銷、應付或然代價公允價值變動虧損、融資成本以
及應佔聯營公司業績）的各個分類業績。此為向本集團管理層報告的方式，旨在作出資源
分配及表現評估。



– 8 –

分類資產及負債

本集團按經營及可報告分類劃分的資產及負債呈列如下：

於2020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第三方
支付服務 塗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分類資產 2,587,383 412,400 2,999,783
未分配資產 287,953

 

3,287,736
 

負債
分類負債 432,729 550,881 983,610
未分配負債 530,681

 

1,514,291
 

於2019年12月31日（經審核）

第三方
支付服務 塗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分類資產 2,926,112 507,513 3,433,625
未分配資產 339,208

 

3,772,833
 

負債
分類負債 764,155 577,650 1,341,805
未分配負債 639,019

 

1,980,824
 

分類資產包括所有有形、無形、非流動資產及流動資產，惟於聯營公司的權益、按公允價
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遞延稅項資產及其他企業資產除外。分類負債包括由各分類銷
售活動所產生的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租賃負債及借款，惟應付企業開支除外。

地區資料

由於本集團的收益及非流動資產主要歸屬於單一地理區域（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故並無呈列按地理地區劃分的分類資料獨立分析。



– 9 –

4. 融資成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借貸及其他借貸利息 18,881 –
租賃負債利息 689 142
應付承兌票據的推算利息（附註15） 6,776 –

  

26,346 142
  

5. 除稅前虧損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無形資產攤銷 22,876 –
應付或然代價公允價值變動虧損 8,149 –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折舊 7,897 6,962
使用權資產折舊 5,538 1,259
捐贈 1,206 99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收益） 37 (16)
有關短期租賃的開支 595 206
利息收入 (5,789) (779)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1,729) 277

  

6. 利得稅開支╱（抵免）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本期 165 372
 往年超額撥備 (831) –

  

(666) 372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期 9,397 –
 往年超額撥備 – (1,253)

  

9,397 (1,253)
  

遞延稅項 (4,957) –
  

稅項開支╱（抵免） 3,774 (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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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36,172) (22,313)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所用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66,794 600,000

  

由於兩個期間均無潛在已發行普通股，故並無呈列兩個期間的每股攤薄虧損。

8. 股息

本公司並無派付或宣派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股息（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無）。

9. 無形資產變動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計入無形資產的添置總額為約92,000港元（截至2019年6月
30日止六個月：無），該添置主要指電腦軟件的添置。

10.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於2020年 於2019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投資聯營公司成本，非上市 142,932 142,932

累計應佔收購後溢利及其他全面收益，扣除已收股息 120,081 182,654
  

263,013 325,586
  

於2020年6月30日，投資聯營公司成本包括聯營公司商譽約126,156,000港元 (2019年12月31日：
126,156,000港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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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2020年 於2019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 197,057 192,490

應收票據 6,497 14,977

減：貿易應收款項的減值虧損 (8,501) (6,274)
  

貿易及票據應收款項總額 195,053 201,193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 已付商家的貿易保證金 143,710 31,324
— 來自第三方支付服務結算所的應收款項 84,528 299,382
—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74,385 23,983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總額 497,676 555,882
  

自票據日期起計貿易及票據應收款項已於180天內結償。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扣除減值虧
損的貿易及票據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按發票日期呈列）。

於2020年 於2019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天 28,762 109,220

31至60天 22,617 25,603

61至90天 18,518 24,878

逾90天 125,156 41,492
  

195,053 201,193
  

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的貿易應收款項結餘包括賬面總值約92,186,000港元（2019年：
67,215,000港元）的債務，該等債務於報告日期已逾期。在過往逾期結餘中，約66,461,000港
元（2019年：8,358,000港元）已逾期超過90天或更長時間，且並不被視為拖欠，乃由於過往
各客戶並無出現拖欠付款的情況。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

於2020年6月30日，計入貿易應收款項中的應收一間聯營公司附屬公司及非控股股東一
間附屬公司的貿易應收款項分別約13,629,000港元（未經審核）（2019年12月31日：18,714,000

港元）及約1,430,000港元（未經審核）（2019年12月31日：2,642,000港元）。

於2020年6月30日，計入其他應收款項中，分別為應付一間聯營公司的附屬公司及聯營公
司款項約3,413,000港元（未經審核）（2019年12月31日：2,830,000港元）及約6,639,000港元（未經
審核）（2019年12月31日：1,605,000港元）。該款項乃無抵押、免息且須於要求時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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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受限制銀行存款

受限制銀行存款包括：

於2020年
6月30日

於2019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就於第三方支付賬戶持有人向個別商戶購物時
 商戶可獲清付結欠應付款項而存置（附註） 328,564 409,167

作為履約擔保按金而為商戶存置 10,436 12,090

就保證本集團可使用銀行所提供線上往來業務
 支付平台而存置作為儲備按金 2,400 1,905

作為儲備按金存入中國政府管理的一般風險
 儲備基金 1,096 1,123

  

342,496 424,285
  

附註： 存置該等受限制存款旨在符合中國人民銀行公告（(2013)第6號）《支付機構客戶備付
金存管辦法》（「該公告」）的規定。誠如該公告所載，本集團收自第三方支付賬戶持
有人的儲備金必須存入在儲備銀行開設的特設存款賬戶作為儲備。儲備只能用於
第三方支付賬戶持有人委託的付款。未經第三方支付賬戶持有人批准，本集團不
得動用儲備作相若用途或其他用途、借出儲備或用作為其他人提供擔保。

13.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2020年 於2019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34,269 49,254

應付票據 – 1,692
  

貿易及票據應付款項總額 34,269 50,946

應計員工成本 10,016 14,498

應付商戶款項 155,134 406,045

未動用浮動資金（附註） 204,192 247,857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51,796 81,942
  

455,407 801,288
  

附註： 結餘為第三方支付賬戶持有人預先向本集團支付而於報告期末仍未使用的款項。
本集團須於第三方支付賬戶持有人與個別商戶進行購物交易時動用該等資金向
商戶付款。與商戶的結算條款有所不同，取決於本集團與個別商戶間的磋商結果
及購物交易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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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供應商購買貨品及服務的信貸期為30至180天。以下為貿易及票據應付款項於報告期
末按發票日期呈列的賬齡分析：

於2020年 於2019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天 16,002 33,993

31至60天 3,106 7,158

61至90天 755 1,560

逾90天 14,406 8,235
  

34,269 50,946
  

於2020年6月30日，貿易應付款項包括應付一間聯營公司的附屬公司的貿易應付款項約
23,000港元（未經審核）（2019年12月31日：335,000港元）。

於2019年12月31日，計入其他應付款項中的應付一間聯營公司款項約45,364,000港元。該
款項項乃無抵押、免息且須於要求時償還。

14. 借款

於2020年
6月30日

於2019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擔保
 — 銀行借款（附註 (i)） – 50,234
 — 其他借款（附註 (ii)） 500,000 500,000

  

500,000 550,234
減：流動負債項下呈列為12個月內到期償付的金額 – (50,234)

  

非流動負債項下呈列為一年後到期償付的金額 500,000 500,000
  

附註：

(i) 於2019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浮息銀行借款為人民幣45,000,000元（相當於約50,234,000

港元），以人民幣計值並按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貸款基準放款利率136.85%計息。銀
行借貸以個人擔保及本公司附屬公司的非控股股東持有物業的法定押記及本公司
非全資附屬公司權益作抵押。

(ii) 於2020年6月30日及2019年12月31日，本集團擁有其他固定利率借款500,000,000港元，
該借款按7%計息，且須於2021年11月28日償還及對本公司無追索權。其他借款已獲
一間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拖欠本公司的債務及本公司一間全資附屬公司的權益的
抵押作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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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應付承兌票據

第一份
承兌票據

第二份
承兌票據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2019年1月1日（經審核） – – –
發行承兌票據（附註 (i)） 530,812 – 530,812
推算利息 9,179 – 9,179
償還承兌票據 (530,600) – (530,600)

   

於2019年12月31日（經審核）及
 2020年1月1日（經審核） 9,391 – 9,391

發行承兌票據（附註 (ii)） – 213,995 213,995
推算利息（附註4） 542 6,234 6,776
償還承兌票據 (9,933) (50,000) (59,933)

   

於2020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 170,229 170,229
   

於2020年
6月30日

於2019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就呈報分析如下：
流動負債 – 9,391

非流動負債 170,229 –
  

170,229 9,391
  

附註：

(i) 於2019年8月9日，本集團發行本金額為540,000,000港元的承兌票據，視乎還款日期按
年利率0.25%至1.25%計息，將於2021年8月8日到期（「第一份承兌票據」），作為收購Mao 

Hong 51%股權的部分代價。

(ii) 於2020年2月27日，本集團已發行本金額為230,000,000港元的承兌票據，視乎還款日期
按年利率0.25%至1.25%計息，將於2022年2月26日到期（「第二份承兌票據」），作為收購
Mao Hong 51%股權的部分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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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股本

2020年 2019年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千股 千港元 千股 千港元

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

法定：
 於2019年1月1日（經審核）、
  2019年12月31日（經審核）、
  2020年1月1日（經審核）及
  2020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10,000,000,000 100,000 10,000,000,000 100,000

    

已發行：
 於1月1日（經審核） 663,088,770 6,631 600,000,000 6,000
 認購協議下的發行
  股份（附註 (i)及 (iii)） 14,288,000 143 45,614,035 456
 就購買一間聯營公司發行
  的股份（附註 (ii)） – – 17,474,735 175

    

於6月30日（未經審核）╱
 12月31日（經審核） 677,376,770 6,774 663,088,770 6,631

    

附註：

(i) 於2019年7月17日，根據日期為2019年6月25日的認購協議，本公司已發行45,614,035股
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新普通股，發行價每股2.85港元，以現金支付，發行所得款項總
額為130,000,000港元。經扣除相關開支後，超出面值金額約128,694,000港元計入股份
溢價。

(ii) 於2019年12月31日，本公司已發行17,474,735股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新普通股，作為購
買聯營公司的代價。聯交所所報本公司股份於2019年12月31日的收市價為每股3.78港
元。經扣除相關開支後，超出面值金額約65,879,000港元計入股份溢價。

(iii) 於2020年5月13日及2020年5月22日，根據日期為2020年4月22日的認購協議及日期為
2020年5月14日的補充協議，本公司已發行14,288,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新普通股，
發行價每股3.50港元，以現金支付，發行所得款項總額為50,008,000港元。經扣除相關
開支後，超出面值金額約49,724,000港元計入股份溢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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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及財務概覽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綜合收益約為363,744,000港元（2019年：
190,576,000港元），較去年增加約90.9%，此乃主要由於2019年下半年開始第三
方支付服務的新業務分類所致。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提供第三方支付服務產生的收益約為
230,614,000港 元（2019年：無），而 自 製 造 及 買 賣 塗 料 產 生 的 收 益 則 約 為
133,130,000港元（2019年：190,576,000港元）。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增加至約36,172,000港元（2019
年：22,313,000港元），主要由於 (i)應付或然代價公允價值變動虧損；及 (ii)企業
開支及融資成本增加所致。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每股虧損約為5.42港仙（2019年：3.72港仙）。

於2020年6月30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每股資產淨值為1.1港元（2019年
12月31日：1.1港元）。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並無議決派付及不建議派付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2019
年：無）。

業務回顧

第三方支付服務業務

本公司非全資附屬公司Mao Hong及其附屬公司經營數碼支付平台，透過以下
服務及產品提供第三方支付服務：(1)互聯網支付服務、(2)預付卡發行及受理
服務及 (3)其他（「第三方支付服務分類」）。

於2019年8月9日，Mao Hong交易事項已完成。Mao Hong及其附屬公司的財務業
績自2019年8月9日起綜合計入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
個月，第三方支付服務分類為本集團貢獻收益約230,614,000港元（2019年：無）
及分類溢利約39,398,000港元（2019年：無）。

在2020年初，因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新型冠狀病毒」）而導致實施的封鎖及隔離
政策對本集團第三方支付服務業務產生負面影響。儘管疫情持續，本集團盡
其所能促使第三方支付服務業務於期內維持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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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業務

本公司聯營公司Lian Yang Guo Rong Holdings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Lian Yang 集
團」）主要從事大數據挖掘、建模及整體分析的開發，尤其是提供零售金融服
務的數字風險管理服務。

Lian Yang集團的交易事項已於2019年12月31日完成，並分類為「於聯營公司權益」，
而Lian Yang集團已於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中採用權益會計法入賬。於2020年
首六個月，Lian Yang集團於中國銀行、持牌消費金融公司以及頂級互聯網金
融公司中大力擴展其客戶範圍。Lian Yang集團憑藉其獲授權取得及使用海量
規範數據成功強化人力資本，完成消費金融服務領域的產品商業化，並開始
向中國金融機構提供數字風險管理服務。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
團分佔Lian Yang集團虧損約為4,680,000港元（2019年：無）。

塗料業務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由於在2020年初爆發新型冠狀病毒後塗料業務
暫停生產，且中美關係持續緊張，塗料業務收益減少至約133,130,000港元（2019
年：190,576,000港元），較去年減少約30.1%。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在經
營 成 本 及 開 支 方 面 收 緊 成 本 控 制 下，塗 料 業 務 的 分 類 收 益 維 持 穩 定 於 約
13,376,000港元（2019年：9,745,000港元）。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分佔本公司聯營公司卡秀堡輝控股有限
公司溢利約為8,643,000港元（2019年：分佔虧損約7,000港元），乃由於終止若干
錄得虧損的業務。

鑑於中美貿易戰所造成的不確定性，本集團正在越南設立新的製造廠房，以
使本集團生產設施多樣化並減輕當地政策及法規的不利影響。本公司並就此
目的成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Manfield Coatings Vietnam Company Limited（「Manfield 
Vietnam」）。Manfield Vietnam於2019年11月15日 成 立，該 項 目 投 資 總 額 預 期 為
149,986百萬越南盾 (相當於約50.5百萬港元）。於2020年初，本集團開始在越南
建設製造廠房並預計於2020年底完成。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於越南項目
的實際投資金額約為23.8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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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表現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毛利及毛利率分別增加至約86,479,000
港元（2019年：26,757,000港元）及約23.8%（2019年：14.0%），主要由於2019年下半
年開始第三方支付服務的新業務分類的毛利率高於塗料業務分類所致。截至
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毛利增幅被以下各項所抵銷：(i)應付或然代價公允
價值變動虧損；及(ii)企業開支及融資成本增加，因此導致本集團整體表現轉差。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行政開支增加至約73,222,000港元（2019
年：44,855,000港元）。該增加乃主要由於 (i)員工成本總額增加，乃由於2020年
本集團來自第三方支付服務新業務分類的員工人數增加；及 (ii)物業、廠房及
設備以及使用權資產折舊增加所致。

本集團的分銷及銷售開支以及融資成本分別增加至約22,718,000港元（2019年：
17,969,000港元）及約26,346,000港元（2019年：142,000港元），乃主要由於2020年合
綜合入賬來自第三方支付服務新業務分類的財務業績及本集團借款增加所致。

其他

儘管就有意行使權利出售於萬輝泰克諾斯（常州）化工有限公司40%股權向上
海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提出的仲裁申請仍在進行，有關仲裁對本集團的
營運、財務狀況及償債能力概無造成重大影響，且本集團的經營狀況維持正常。

於2020年4月22日及2020年5月14日，本公司與認購人（即本集團獨立第三方）訂
立認購協議及補充協議，據此，認購人有條件地同意認購而本公司有條件地
同意發行合共14,288,000股新普通股，價格為每股認購股份3.50港元（「認購事項」）。
於2020年5月13日及2020年5月22日，本公司已按認購價每股3.50港元（已以現金
支付）向認購人配發及發行合共14,288,000股股份。認購價淨額約為每股3.49港元。
於2020年4月22日及2020年5月14日，本公司股份的收市價分別為每股3.49港元
及3.48港元。籌集所得款項總額約為50.0百萬港元，經扣除所有相關開支後，
所得款項淨額約為49.8百萬港元，擬用作本集團發展新業務（如（其中包括）市
場營銷及客戶開發）及一般營運資金用途（如（其中包括）開銷、存貨及債務管理）。
有關根據一般授權認購新股份的詳情於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4月22日及2020年
5月14日的公告中披露。於本公告日期，認購事項全部所得款項已作擬定用途
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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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於股份上市後，本公司於2015年12日的本公司股份配售及公開發售（「上市」）中
獲得所得款項淨額約119.9百萬港元（經扣除包銷佣金及所有相關開支）。於
2019年12月31日，董事會議決更改上市所得款項淨額的擬定用途。於2020年6
月30日已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的詳情載列如下：

經修訂分配

於2020年
6月30日
已動用

經修訂
分配後的
餘下結餘

用途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撥付廣州源輝化工有限公司
 （「源輝」）生產設施的
 第二階段建設 33.1 9.4 23.7
購買額外機器及設備 12.0 12.0 –
部分清償源輝生產設施
 第二階段建設土地的購買價 1.4 – 1.4
償還銀行透支融資 20.0 20.0 –
本集團的一般營運資金 2.9 2.9 –
於越南的一塊土地長期租賃 5.4 5.4 –
興建越南生產設施 13.1 11.9 1.2
就越南生產購買額外機器及
 設備以及其他成本 9.5 0.8 8.7
越南業務的一般營運資金 22.5 5.7 16.8

   

119.9 68.1 51.8
   

除上述所披露者外，截至本公告日期董事知悉所得款項計劃用途並無任何重
大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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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流動性、財務資源、借貸、股本結構、資產押記及匯率波動的風險

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非流動資產約2,187,023,000港元（2019年：2,326,854,000
港元），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約92,593,000港元（2019年12月31日：99,368,000港元）、
使 用 權 資 產 約60,875,000港 元（2019年12月31日：70,051,000港 元）、無 形 資 產 約
1,765,856,000港 元（2019年12月31日：1,827,270,000港 元 ）、 於 聯 營 公 司 的 權 益
263,013,000港元（2019年12月31日：$325,586,000港元）、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金
融資產約498,000港元（2019年12月31日：511,000港元）、遞延稅項資產約1,613,000
港元（2019年12月31日：1,440,000港元）及使用權資產已付按金約2,575,000港元（2019
年12月31日：2,628,000港元）。該等非流動資產主要由本集團股東資金及借貸
提供資金。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約為625,283,000港元（2019
年12月31日：560,285,000港元）。

於2020年6月30日，本 集 團 的 債 務 總 額 約 為692,555,000港 元（2019年12月31日：
589,127,000港元），包括借款、應付承兌票據及租賃負債分別約500,000,000港元（2019
年12月31日：550,234,000港元）、170,229,000港元（2019年12月31日：9,391,000港元）
及22,326,000港元（2019年12月31日：29,502,000港元）。

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所有借款以港元計值。於2019年12月31日，本集團所
有借款（除以一筆以人民幣計值相當於約50,234,000港元的款項外）均以港元計值。
於2020年6月30日，其他借款為500,000,000港元（2019年12月31日：500,000,000港元）
及無銀行借款（2019年12月31日：銀行借款約50,234,000港元）分別按固定利率及
浮動利率計息。其他借款對本公司無追索權，但由本公司抵押資產擔保。於
2020年6月30日，應付承兌票據的年利率為0.25%至1.25%（2019年12月31日：0.25%
至1.25%），以港元計值。所有租賃的利率均於合約日期確定。

於2020年6月30日，於借款總額中並無借款（2019年12月31日：50,234,000港元）須
於一年內償還，而500,000,000港元（2019年12月31日：500,000,000港元）則須於一
年後償還。於2020年6月30日，應付承兌票據的未償還本金額約為170,229,000港
元（2019年12月31日：9,391,000港元）。

於2020年6月30日， 本 集 團 的 資 產 負 債 比 率 約 為39.1%（2019年12月31日：
32.9%），以債務總額（其中債務為借款、應付承兌票據及租賃負債之和）除以權
益總額乘以100%結算。本集團於2020年6月30日的負債淨額對權益比率（負債
淨額（即扣除銀行及現金餘額以及受限制銀行存款後的債務總額）除以權益總
額計算）約6.5%（於2019年12月31日：由於現金淨額狀況故並不適用）。於2020年
6月30日，按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結算的流動比率約為2.3倍（2019年12月31日：
1.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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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0年6月30日，除本公告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4所披露外，本集團概無任何
資產作抵押╱質押。

本集團業務主要位於中國，而其交易、相關一般營運資金及借貸主要以人民
幣及港元計值。本集團會密切監控外匯風險，且於必要時考慮在重大貨幣上
進行對沖風險。

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就有關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的已訂約但尚未撥備
資本承擔約18,653,000港元（2019年12月31日：11,048,000港元）及有關建議購買土
地的已訂約但尚未撥備其他承擔約6,384,000港元（2019年12月31日：6,556,000港元）。

於2020年6月30日及2019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

於2020年6月30日，本 集 團 僱 用824名（2019年12月31日：769名）僱 員。本 集 團 確
保僱員之薪酬與市場環境及個人表現相符合，並且定期對薪酬政策進行檢討。

重大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並無任何其他重
大投資、其他重大收購或出售事項，而董事會直至本公告日期並無就其他重
大投資或添置資本資產授權任何計劃。

前景及策略

鑑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關係，2020年於全球而言可謂艱辛的一年，與此同時，
全球經濟萎縮且中美緊張局勢升級，或許對中國經濟（本集團新經濟業務目標
市場）持續造成不利影響。本集團將繼續觀察新型冠狀病毒的發展，並評估疫
情對本集團財務狀況及經營成果的影響。儘管面臨宏觀經濟挑戰，本集團仍
在大數據分析業務方面取得實質性進展，並於其他業務方面維持穩定。

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繼續壯大及發展新經濟業務。除進一步擴展其針對消費
金融應用程式的數字風險管理服務外，本集團還準備通過大數據分析技術以
滿足有效收復不良消費貸款的巨大需求。本集團亦致力於「反欺詐」等方面的
網絡安全應用程式。本集團相信，隨著時間變遷，大數據分析業務將為本公
司股東創造極為顯著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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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2020年5月13日及2020年5月22日，本公司已按認購價每股3.50港元向認購人（即
獨立於本集團的第三方）配發及發行合共14,288,000股新普通股。所籌集的所得
款項總額約為50.0百萬港元，經扣除所有相關開支後，所得款項淨額約為49.8
百萬港元，擬用作本集團發展新業務（如（其中包括）市場營銷及客戶開發）及一
般營運資金用途（如（其中包括）開銷、存貨及債務管理）。

除上述所披露者外，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
公司概無購入、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董事資料變更

自2020年1月1日起，概無董事資料的變更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予以披
露。

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貫徹應用及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
之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惟下述企業
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除外。

企業管治守則第A.2.1條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角色應加以區分，
不能由同一人兼任。本公司並無任何高級職員擔任「行政總裁」一職。李重遠
博士已獲委任為董事會主席，負責制訂公司策略、監督本集團的管理及業務
發展。主席亦帶頭通過鼓勵董事對董事會事務作出積極貢獻以及推廣公開及
坦誠交流的文化，確保董事會有效運作及以本公司最佳利益為依歸。本公司
日常營運及管理由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監察。董事會認為儘管並無設有
行政總裁一職，本公司透過董事會及高級管理人員的公開坦誠及協作精神，
可確保權力與職權之平衡，董事會由富有經驗及具有卓越才幹的人士組成，
彼等不時舉行會議以討論影響本公司及本集團營運的事宜。此架構獲本公司
完善的企業管治架構及內部監控政策支援。然而，董事會將不時檢討此架構，
以確保一旦有適當的情況出現時，可採取合適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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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內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載列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作為本公司就董事進行證券
交易之操守守則。經本公司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已確認於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均完全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之審閱

由本公司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之審核委員會已與本公司外聘核數師天職
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準則及實務，並已與董
事討論內部控制及財務報告事宜（包括審閱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
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承董事會命
聯洋智能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李重遠

香港，2020年8月31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李重遠博士（主席）及劉戎戎女士；非執行
董事左怡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李綱先生、王建平先生及施平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