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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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其準確性或完備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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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499）

歐科雲鏈控股有限公司
OKG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收益約為236.5百萬港元（截
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288.3百萬港元）。

•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23.8百萬港
元（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25.0百萬
港元）。

•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約為0.45港仙（截
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約0.48港仙）。

•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任何中期股息（二
零一九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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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科雲鏈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本公司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董
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內」）
的未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比較數字如
下：

中期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4 236,461 288,267

銷售成本 (210,060) (266,460)

毛利 26,401 21,807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4 5,003 3,399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48,966) (44,847)

金融資產及合約資產之減值虧損 (2,314) (325)

經營虧損 (19,876) (19,966)

融資成本 5 (4,134) (4,757)

除所得稅前虧損 6 (24,010) (24,723)

所得稅抵免╱（開支） 7 173 (29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23,837) (25,013)

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485 (1,76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23,352) (26,780)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 8 (0.45)港仙 (0.48)港仙

股息之詳情披露於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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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於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43,636 48,822

使用權資產 11 25,479 36,158

無形資產 6,103 7,571

預付款項 12 682 1,050

法定存款 1,500 –

遞延稅項資產 858 450

78,258 94,051

流動資產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2 120,312 127,385

合約資產 121,906 104,429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16,601 27,645

應收一名關連方款項 1,980 2,980

可收回稅項 401 401

已抵押銀行存款 – 6,753

經紀持有之現金 3,910 –

代表客戶持有之信託銀行結餘 8,889 –

銀行存款以及結餘及現金 242,187 239,571

516,186 509,164

資產總值 594,444 603,215

權益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 26,885 26,629
儲備 262,789 274,514

權益總額 289,674 30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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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債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1 341 12,047
遞延稅項負債 2,422 3,255

2,763 15,302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4 82,590 90,806
合約負債 9,601 1,610
應付客戶負債 8,889 –
應付一間前附屬公司款項 10,641 10,641
應付關連方款項 16,501 14,776
來自一名關連方之貸款 15 145,125 141,750
租賃負債 11 24,508 23,931
即期所得稅負債 4,152 3,256

302,007 286,770

負債總額 304,770 302,072

權益及負債總額 594,444 603,215

淨流動資產 214,179 222,394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92,437 316,445

於二零二零年 於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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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以股份為
基礎付款
之儲備 資本儲備 合併儲備 匯兌儲備 保留盈利 總權益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a） （附註b）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的結餘 

（經審核） 26,310 212,067 – 7,922 1 1,490 93,892 341,682

期內虧損 – – – – – – (25,013) (25,013)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 – – – – – (1,767) – (1,767)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 – – – (1,767) (25,013) (26,780)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的結餘 

（未經審核） 26,310 212,067 – 7,922 1 (277) 68,879 314,902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的結餘 

（經審核） 26,629 227,652 7,279 7,922 1 (630) 32,290 301,143

期內虧損 – – – – – – (23,837) (23,837)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 – – – – 485 – 485

期內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 – – – – 485 (23,837) (23,352)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開支 – – 1,385 – – – – 1,385

行使購股權 256 12,476 (2,234) – – – – 10,498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的結餘 

（未經審核） 26,885 240,128 6,430 7,922 1 (145) 8,453 289,674

附註：

a. 資本儲備指視作本公司股東出資，有關報銷本公司於過往年度的上市開支。

b. 合併儲備指本公司為交換其附屬公司因於過往年度重組產生的股本之面值而發行股份的面值

間之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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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用淨現金 (5,965) (12,633)

投資活動所得╱（所用）淨現金 16,043 (43,061)

融資活動（所用）╱所得淨現金 (2,337) 50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增加╱（減少） 7,741 (55,186)

匯率變動之影響 285 (1,767)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38,071 332,495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即經紀持有之 

現金及銀行存款以及結餘及現金 246,097 275,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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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為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lifton House, 75 Fort 

Street, PO Box 1350, Grand Cayman, KY1-1108, Cayman Islands。本公司於香港的主要營業地點

地址為香港銅鑼灣告士打道255-257號信和廣場9樓902-903室。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本集團主要從事提供地基工程及配套服務、建築廢物處理服務、技術

服務、放債業務及投資證券。

除另有規定外，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以港元（「港元」）編製。

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

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

上市規則附錄16的適用披露規定予以編製。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年度財務報表（「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3. 重大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惟以公平值列賬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除外。

除因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產生之會計政策變動外，

編製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使用的重大會計政策與年度財務報表中所描述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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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就編製本集團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

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有關準則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

間強制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

重大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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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期間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集團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之財務狀況

及表現及╱或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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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及分部資料

於期內確認的收益及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地基工程及配套服務 93,008 195,944

建築廢物處理服務 127,299 80,092

技術服務 13,751 8,135

經營USDK之服務收入 108 –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 234,166 284,171

放債業務所得利息收入 2,885 2,990

租賃機器產生的租金收入 594 1,326

證券投資公平值變動

－已變現變動 (28) –

－未變現變動 (1,156) (220)

236,461 288,267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利息收入 508 1,79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130 716

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 (49) –

政府補貼 4,353 –

其他 61 891

5,003 3,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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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柝客戶合約收益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服務類型

地基工程及配套服務 93,008 195,944

建築廢物處理服務 127,299 80,092

技術服務 13,751 8,135

經營USDK之服務收入 108 –

234,166 284,171

收益確認時間

隨時間流逝 234,166 284,171

分部資料

管理層已根據董事、主要經營決策者已審閱作策略決定所用的報告書，以釐定經營分部。董事

從產品╱服務角度考慮業務。該等分部的主要業務如下：

• 地基工程及配套服務：提供地盤平整工程、挖掘及側向承托工程、打樁施工、樁帽或樁基

施工、鋼筋混凝土結構工程、配套服務（主要包括圍板及拆遷工程）以及機器租賃；

• 建築廢物處理服務：提供管理及經營拆建物料的公眾填料接收設施、包括公眾填料庫及

臨時建築廢物分類設施；

• 技術服務：提供1）開發USDK智能合約、管理USDK智能合約，以實現USDK的鑄造及銷

毀，及2）技術開發及資訊科技基礎設施服務；

• 放債業務；及

• 證券投資。

分部收益的計量方式與中期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的計量方式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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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根據對分部業績的計量評估經營分部的表現。未分配收入、未分配公司開支、金融資產及
合約資產之減值虧損、融資成本、所得稅開支及其他獨立且屬非經常性質的主要項目不計入分
部業績。

分部資產主要包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內披露的流動資產及非流動資產，惟未分配法定存
款、銀行存款及結餘及現金及其他未分配資產除外。

分部負債主要包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內披露的流動負債及非流動負債，惟即期所得稅負
債、遞延稅項負債、應付一間前附屬公司款項、應付關連方款項、來自一名關連方之貸款、租賃
負債及其他未分配負債除外。

地基工程及
配套服務

建築廢物
處理服務 技術服務 放債業務 證券投資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 
止期間（未經審核）

收益
外部收益 93,602 127,299 13,859 2,885 (1,184) 236,461

分部業績 10,456 9,612 4,943 2,574 (1,184) 26,401

未分配收入 5,003
未分配公司開支 (48,966)
金融資產及合約資產之減值虧損 (2,314)
融資成本 (4,134)

除所得稅前虧損 (24,010)
所得稅抵免 173

期內虧損 (23,837)

計入分部業績的項目：
折舊 2,589 3,597 2,867 – – 9,053
攤銷 – – 1,467 – – 1,467

2,589 3,597 4,334 – – 10,520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分部資產 172,441 72,663 118,628 71,481 35,645 470,858
未分配資產 123,586

資產總值 594,444

分部負債 58,908 21,342 10,882 129 49 91.310
未分配負債 9,770
應付一間前附屬公司款項 10,641
應付關連方款項 16,501
來自一名關連方之貸款 145,125
租賃負債 24,849
即期所得稅負債 4,152
遞延稅項負債 2,422

負債總額 304,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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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工程及
配套服務

建築廢物
處理服務 技術服務 放債業務 證券投資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止期間（未經審核）

收益
外部收益 197,270 80,092 8,135 2,990 (220) 288,267

分部業績 11,399 2,566 5,318 2,744 (220) 21,807

未分配收入 3,399
未分配公司開支 (44,847)
金融資產及合約資產之減值虧損 (325)
融資成本 (4,757)

除所得稅前虧損 (24,723)
所得稅開支 (290)

期內虧損 (25,013)

計入分部業績的項目：
折舊 4,660 518 73 – – 5,251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分部資產 173,528 65,001 123,315 102,283 31,549 495,676
未分配資產 107,539

資產總值 603,215

分部負債 53,076 24,621 10,062 – 723 88,482
未分配負債 3,934
應付一間前附屬公司款項 10,641
來自一名關連方之貸款 141,750
應付一名關連方之款項 14,776
租賃負債 35,978
即期所得稅負債 3,256
遞延稅項負債 3,255

負債總額 302,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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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

本集團之外部客戶收益資料乃按營運位置呈列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香港 222,800 280,132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13,661 8,135

236,461 288,267

本集團之非流動資產（不包括遞延稅項資產）資料乃按資產地理位置呈列：

於

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香港 46,263 43,710

中國 31,137 49,891

77,400 93,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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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融資成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租賃負債利息 758 1,376

融資租賃利息 – 6

銀行透支利息 1 –

來自一名關連方之貸款之利息 3,375 3,375

4,134 4,757

6. 除所得稅前虧損

除所得稅前虧損乃扣除以下各項之後達致：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8,867 7,183

使用權資產折舊 11,572 12,301

無形資產攤銷 1,467 –

租賃開支 1,145 557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及津貼 48,513 44,140

－退休計劃供款 1,136 1,545

金融資產及合約資產之減值虧損 2,314 325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開支 1,3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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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抵免）╱開支

於兩個期間內，香港利得稅均按產生自或源於香港的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計提撥備。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國附屬公

司於期內的稅率為25%。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香港利得稅

即期所得稅 1,068 642

遞延所得稅 (1,241) (352)

所得稅（抵免）╱開支 (173) 290

8. 每股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23,837,000港元（二零一九年：25,013,000

港元）及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約

5,344,799,000股（二零一九年：5,262,000,000股普通股）計算。

(b) 每股攤薄虧損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每股攤薄虧損等同於每股基

本虧損。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概無已發行之攤薄潛在普通股。於

計算每股攤薄虧損時並無計入購股權之影響，原因為彼等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期間內具反攤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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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並無派付或宣派任何股息（二零一九年：無）。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物業、廠房

及設備

千港元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賬面淨值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的期初金額 48,822

添置 3,389

出售 (57)

撇銷 (49)

折舊 (8,867)

匯兌調整淨額 398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的期末金額 43,636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賬面淨值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的期初金額 28,033

添置 12,086

出售 (823)

折舊 (7,183)

匯兌調整淨額 (349)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的期末金額 31,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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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使用權資產╱租賃負債

本集團透過租賃安排取得於某段時間控制若干物業使用之權利。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期間，使用權資產添置約2,624,000港元（未經審核）。

12.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於二零二零年 於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賬款（附註a） 53,344 65,097

減：減值虧損撥備 (4,514) (3,878)

48,830 61,219

應收貸款（附註b） 43,971 42,066

減：減值虧損撥備 (1,296) (1,267)

42,675 40,799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29,489 26,417

120,994 128,435

分析如下：

非流動 682 1,050

流動 120,312 127,385

120,994 128,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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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基於客戶出具之付款憑證日期或發票日期的貿易應收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44,623 57,470

31至60日 2,593 1,801

61至90日 396 547

超過90日 5,732 5,279

53,344 65,097

(b) 本集團之應收貸款來自放債業務。應收貸款主要由個人擔保抵押及基於於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合約到期日而言並無逾期。

13.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及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每股面值0.005港元之普通股 20,000,000,000 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及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5,262,000,000 26,310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 5,325,870,000 26,629

行使購股權時發行普通股（附註） 51,210,000 256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5,377,080,000 26,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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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按認購價每股0.205港元行使51,210,000

份購股權導致發行51,210,000股每股面值0.005港元之新股份，現金代價總額為約

10,498,000港元。認購價與面值之間的差額約10,242,000港元加入股份溢價。此外，有關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行使購股權涉及的該部分以股份為基礎之付

款儲備約2,234,000港元從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儲備轉撥至股份溢價賬。

14.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於二零二零年 於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賬款 45,509 55,714

應計及其他應付款項 37,081 35,092

82,590 90,806

附註：

根據發票日期的貿易應付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23,712 28,750

31至60日 1,537 2,072

61至90日 1,047 1,276

超過90日 19,213 23,616

45,509 55,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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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來自一名關連方之貸款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來自一名關連方之貸款包括無抵押、按年利率5%計息且須於一年內

償還之本金額部分約135,000,000港元（未經審核）（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約135,000,000港

元）及利息部分約10,125,000港元（未經審核）（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約6,750,000港元）。

該貸款可隨時受審查，亦受貸方撤回貸款及要求即時還款之凌駕性權利所規限。該關連方為一

間由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之董事所控制的公司。

16. 或然負債

本集團在其日常業務過程中不時涉及各類申索、訴訟、調查及法律程序。儘管本集團並不預期

該等任何法律程序的結果（個別或整體）將對其財務狀況或經營業績造成重大不利影響，惟訴

訟難以預料。因此，本集團可能會面對索賠裁決或與索賠方達成和解協議而可能對本集團於任

何特定期間的經營業績或現金流量造成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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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的主要收益來源來自地基工程及配套服務、建築廢物處理服務、技術服務、放
債業務及證券投資業務。

於期內，本集團的業務性質及主要業務並無重大的變動。

地基工程及配套服務

本集團的地基工程主要包括地盤平整工程、挖掘及側向承托（「挖掘及側向承托」）工
程、打樁施工、樁帽或樁基施工及鋼筋混凝土結構工程以及配套服務（其主要包括圍
板及拆遷工程）及租賃機械。

期內，來自此分部的收益約為93.6百萬港元，較二零一九年同期約197.3百萬港元減少
約103.7百萬港元或52.6%。收益減少乃由於我們的工程項目數量較二零一九年同期的
17個減至10個所致。

期內，此分部的毛利約為10.5百萬港元，較二零一九年同期的約11.4百萬港元減少約
0.9百萬港元或7.9%。該減少乃主要由於高利潤率的項目收益減少所致。

建築廢物處理服務

本集團的建築廢物處理服務主要包括管理和營運公眾填料接收設施，例如用於建築
和拆除材料的公眾填料庫及臨時建築廢物篩選分類設施。

期內，來自此分部的收益約為127.3百萬港元，較二零一九年同期約80.1百萬港元增加
約47.2百萬港元或58.9%。增加乃主要由於期內進行中項目收益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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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分部於期內的毛利約為9.6百萬港元，較二零一九年同期約2.6百萬港元增加約7.0百
萬港元或269.2%。有關增加乃主要由於銷售項目的若干成本（包括建築廢物處理費
及分包成本）下降所致。

新獲授的項目

於期內，本集團已獲授1份新合約，合約總值約為103百萬港元。新項目的詳情如下：

項目類型 地盤位置 工程類別

地基及配套工程 南區 地基、挖掘及側向承托及樁帽工程

在建項目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10個在建項目，合約總值約為817.9百萬港元。在
建項目的詳情如下：

項目類型 地盤位置 工程類別

地基及配套工程 油尖旺區 地基、挖掘及側向承托及樁帽工程

地基及配套工程 九龍城區 地基、挖掘及側向承托及樁帽工程

地基及配套工程 觀塘區 地基、挖掘及側向承托及樁帽工程

地基及配套工程 元朗區 地基、挖掘及側向承托及樁帽工程

地基及配套工程 觀塘區 拆遷工程及圍板工程

地基及配套工程 葵青區 打樁及挖掘及側向承托工程

地基及配套工程 沙田區 打樁及挖掘及側向承托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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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類型 地盤位置 工程類別

地基及配套工程 西貢區 地盤平整及地基、挖掘及側向承托、樁帽
及繫樑工程

地基及配套工程 沙田區 地基、挖掘及側向承托、樁帽、斜坡及排
水渠工程

建築廢物處理 屯門區 填料庫作業

已完工項目

於期內，本集團已完成1個項目，總合約價值約41.9百萬港元。已完工項目的詳情如
下：

項目類型 地盤位置 工程類別

地基及配套工程 九龍城區 地基、挖掘及側向承托、樁帽及植樹工程

技術服務

我們的技術服務收入主要包括(i)開發USDK智能合約、管理USDK智能合約，以實現
USDK的鑄造及銷毀產生的收入；及(ii)提供技術開發及資訊科技基礎設施服務產生
的收入。

於期內，來自此分部的收益約為13.9百萬港元，較二零一九年同期約8.1百萬港元增加
約5.8百萬港元或71.6%。收益增加乃主要由於提供技術開發及資訊科技基礎設施服
務的收入所致。此分部的毛利約為4.9百萬港元，較二零一九年同期約5.3百萬港元減
少0.4百萬港元或7.5%。減少乃主要由於增加員工成本以支持業務增長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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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債業務

於期內，本集團繼續經營放債業務，其於香港持有放債人條例（香港法例第163章）項
下的放債人牌照。於期內，此分部分別產生收益及毛利約2.9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九
月三十日：約3.0百萬港元）及2.6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約2.7百萬港元）。
董事相信，放債業務有利於本集團物色新機會，以擴闊其收益基礎並減少本集團的整
體風險，提升本集團的資本使用，以及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證券投資

於期內，本集團維持證券投資業務分部，以多元化本集團業務。本集團於香港及海外
投資一系列上市證券。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管理上市證券組合，總市值約為3.4百萬港元（二零
一九年九月三十日：約5.8百萬港元），於期內，本集團錄得證券投資分部之公平值變
動虧損約1.2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約0.2百萬港元）。為優化預期回報及
將風險減至最低，本集團已檢討其投資組合的表現並評估可供本集團作為日常運作
一部分之其他投資機會之潛在投資。

財務回顧

收益

本集團期內錄得收益約236.5百萬港元，較二零一九年同期約288.3百萬港元減少約
18.0%。該減少乃主要由於所承接的項目數量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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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期內毛利約為26.4百萬港元，較二零一九年同期約21.8百萬港元增加約21.1%。
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的7.6%增加3.6個百分點至期內的11.2%。該增加乃主要由於建築
廢物處理服務的銷售項目的若干成本減少及高毛利率的技術服務收入增加所致。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本集團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約為5.0百萬港元，較二零一九年同期約3.4百萬港元增
加約47.1%。該增加乃主要為收取政府補貼所致。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本集團期內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約為49.0百萬港元，較二零一九年同期約44.8百萬港
元增加約9.4%。有關增加乃主要由於本集團投入更多資源於數據科學及資訊科技相
關機會及增加本集團以股份為基礎付款之開支所致。

融資成本

本集團期內融資成本約為4.1百萬港元，較二零一九年同期約4.8百萬港元減少約
14.6%。減少乃主要由於租賃負債利息減少所致。

所得稅抵免╱（開支）

本集團期內所得稅抵免約為173,000港元，而二零一九年同期所得稅開支約為290,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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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虧損

本集團期內錄得虧損淨額約為23.8百萬港元，較二零一九年同期虧損約25.0百萬港元
減少4.8%。期內虧損減少乃主要由於「毛利及毛利率」一節所述建築廢物處理服務及
技術服務帶動毛利率得以改善所致。

流動資金、財務及資本資源

本集團主要透過本公司股東（「股東」）出資、內部產生之現金流量以及自配售本公司
股份收到的所得款項撥付流動資金及資本需求。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存款、結餘及現金約為242.2百萬港元（二零
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約239.6百萬港元），本集團擁有經紀持有現金約3.9百萬港元
（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約零港元），及本集團並無抵押銀行存款（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約6.8百萬港元）。

資產負債比率

資產負債比率乃按計息債務總額除以總權益計算得出。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
日的資產負債比率約為58.6%（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約59.0%）。

抵押資產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賬面淨值合共分別約
1.1百萬港元及1.3百萬港元的汽車已根據租賃負債予以抵押。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已抵押銀行存款（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約6.8百萬港元），以擔保授予本集團之銀行融資。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期內並無任何資產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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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本集團主要於香港及中國經營業務及大多數經營交易（例如收益、開支、貨幣資產及
負債）以港元及人民幣計值。因此，董事認為，本集團的外匯風險並不重大及本集團
應於出現風險時有足夠資源滿足外匯需求。因此，期內，本集團並無使用任何衍生工
具合約以對沖其面臨的外匯風險。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本承擔（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無）。

或然負債

本集團在其日常業務過程中不時涉及各類申索、訴訟、調查及法律程序。儘管本集團
並不預期該等任何法律程序的結果（個別或整體）將對其財務狀況或經營業績造成重
大不利影響，惟訴訟難以預料。因此，本集團可能會面對索賠裁決或與索賠方達成和
解協議而可能對本集團於任何特定期間的經營業績或現金流量造成不利影響。

前景

新冠肺炎疫情對各國企業以至全球經濟的衝擊尚未得到緩解。預期本集團短期業務
前景仍面臨重重挑戰。於經濟前景未明朗下，建築行業的投資大受影響，以及市場風
險承受能力降低導致可供招標的項目數量銳減，工程項目的利潤率亦顯著壓低。

為應對不明朗的市場環境，本集團除審慎開展工程相關業務外，亦正在香港及海外積
極物色與資訊科技及金融科技相關的各種商機及尋求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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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持續致力開展區塊鏈技術和產品研發。繼BTC、ETH、LTC、BCH、BSV、USDT

及ETC區塊鏈流覽器上線後，新推出了DASH流覽器。同時，本集團亦開始提供BTC等
鏈上資料的多維度統計和挖掘分析。

oklink.com的新功能「鏈上天眼」於二零二零年九月正式發佈。「鏈上天眼」為使用者
提供交易圖譜、地址分析以及鏈上監控功能。此外，它也是全網首個向所有用戶免費
開放的鏈上資料監測和交易行為視覺化工具。「鏈上天眼」旨在利用區塊鏈技術於區
塊鏈方面協助執法部門，以打擊黑產、提供智慧助警及持續拓展區塊鏈多元化應用場
景，推進基於區塊鏈的新基建產業，為探索「區塊鏈+」賦予產業新價值。

除此之外，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歐科雲鏈信託有限公司（「歐科雲鏈信託」，在
取得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牌照（「TCSP」）並根據香港法例第29章《受託人條例》
第78(1)條註冊為信託公司之後，已在期內正式開始提供合規的信託服務，並預計在下
半財年對公司的財務業績產生貢獻。

公司未來將持續積極探索其他新業務模式和收入增長點，在香港及海外金融科技監
管框架下積極發展創新型業務，拓寬本集團收入來源，給股東帶來更大回報。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合共僱用230名員工（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225名員工）。期內員工成本總額（包括董事酬金）達約49.6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九
月三十日：約45.7百萬港元）。本集團僱員薪金及福利水平具有競爭性及個人表現乃
透過本集團薪金及紅利制度予以獎勵。本集團為僱員提供充足職業培訓以使彼等具
備實用知識及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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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所持重大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重大投資或進行任何重大收購或出
售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

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未來計劃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收購之其他計劃。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其任何上市證券。

報告期後事項

(1)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二零二零年十月十九日，本公司於聯交所按總代價1,162,620.00港元（扣除開
支前）購回合共8,070,000股股份。有關購回之詳情如下：

購回日期
所購回

股份數目

已付每股購買價 已付總代價
（不包括開支）最高價 最低價

二零二零年十月十九日 8,070,000 0.150 0.138 1,162,620.00

購回乃就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而作出，旨在提高本公司之每股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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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
何上市證券。

(2) 購股權之行使

自二零二零年十月一日起及直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披露，本公司根據本公司
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二日採納的本公司購股權計劃行使購股權而配發及發行
1,500,000股股份。股本總數於本公告日期為5,378,580,000股。詳情請參閱「購股權
計劃」一節。於二零二零年十月十七日，所有未行使購股權根據其條款已失效。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相關法團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
中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與彼等各自之聯繫人於本公司
及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
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記載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置存之登記
冊內，或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
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a) 於本公司普通股的好倉

董事姓名 身份╱權益性質
倉位
（好倉╱淡倉）

持有╱擁有
權益的

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
股份總數

概約百分比

徐明星先生 

（「徐先生」）附註(1)

受控制法團權益 好倉 3,904,925,001 7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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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於本公司相聯法團股份的好倉

董事姓名 相聯法團名稱
身份╱
權益性質

倉位
（好倉╱淡倉）

於相聯法團持有
的股份數目

佔於相聯
法團權益

概約百分比

唐越先生 

（「唐先生」） 
附註(2)

OKC Holdings 

Corporation

（「OKC」） 
附註(1)

相聯法團權益 好倉 (i)3,898,103股 

普通股；
7.39%

(ii)3,068,409股 

種子系列優先
股；及

(iii)1,612,142股每股面值
0.0001美元之A-1輪優先股

附註：

(1) 合共3,904,925,001股本公司股份（相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數約72.62%）由OKC持有。(i)

徐先生之全資公司（名為StarXu Capital Limited（「StarXu Capital」））於OKC持有約29.26%直

接權益；(ii)StarXu Capital 於SKY CHASER HOLDINGS LIMITED（「SKY CHASER」）擁有約

59.24%權益，而SKY CHASER直接持有OKC的約1.45%權益（因此，徐先生透過SKY CHASER於

OKC持有約0.86%間接權益）；及(iii)其名為OKEM Services Company Limited的全資公司於OKC

擁有約26.06%直接權益。因此，徐先生合共持有OKC的約56.18%權益，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被視為於OKC所持有的3,904,925,001股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益。

(2) 唐越先生之全資公司Purple Mountain Holding Ltd.於OKC之3,898,103股普通股、3,068,409股種子

系列優先股及1,612,142股每股面值0.0001美元之A-1輪優先股中持有直接權益，相當於OKC已發

行股份約7.39%。各種子系列優先股及A-1輪優先股可轉換為一股普通股。

(3)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之已發行股份總數為5,377,080,000股。

除上文(a)及(b)分段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
人員或任何彼等之聯繫人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V部）之任何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或被視為擁有記載於本公司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置存之登記冊內，或根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
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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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就董事所知，下列人士（並非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
於相關證券（定義見收購守則規則22註釋4）持有權益，或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的權益或淡倉，或須記錄
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備存的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如下：

股東姓名╱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倉位
（好倉╱淡倉）

持有╱擁有權益
的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股份
總數概約百分比

OKC Holdings  

Corporation （「OKC」） 
附註(1)及(2)

實益擁有人 好倉 3,904,925,001 72.62%

附註：

(1) 合共3,904,925,001股本公司股份（相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數約72.62%）由OKC持有。(i)徐

明星先生（「徐先生」）之全資公司（名為StarXu Capital Limited（「StarXu Capital」））於OKC

持有約29.26%直接權益；(ii)StarXu Capital 於SKY CHASER HOLDINGS LIMITED（「SKY 

CHASER」）擁有約59.24%權益，而SKY CHASER直接持有OKC的約1.45%權益（因此，徐先

生透過SKY CHASER於OKC持有約0.86%間接權益）；及(iii)其名為OKEM Services Company 

Limited的全資公司於OKC擁有約26.06%直接權益。因此，徐先生合共持有OKC的約56.18%權

益，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於OKC所持有的3,904,925,001股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益。

(2)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之已發行股份總數為5,377,080,000股。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概無其他人士（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
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任何須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336條之規定須置存之登記冊內或根據本公司獲取之資訊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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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東質押股份

於期內，控股股東並無質押本集團之任何股份。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二日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
之條款乃根據上市規則第十七章之規定釐定。購股權計劃的主要目的為激勵僱員為
本公司的利益而優化其績效。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根據購股權計劃可供發行之最高股份數目為
526,200,000股，相當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二日採納購股權時已發行股份數目之10%。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為已發行股份之約9.79%。

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之行使期間乃由董事會全權酌情釐定，及應不遲於購
股權獲授出當日之十週年屆滿。

購股權計劃於採納當日起十年期間有效，倘根據其中所載條款終止，則另當別論。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變動詳情如
下：

購股權數目

擁有人╱承授人 授出日期

於
二零二零年
四月一日
的結餘 已授出 已行使 已失效 已註銷

於
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的結餘 行使期
行使價
港元

股份於
授出日期
的收市價

鄭旭
－本集團現僱員 
（前執行董事）

二零一九年 
十月十八日

6,500,000 – (2,800,000) – – 3,700,000 二零一九年 
十月十八日至 
二零二零年 
十月十七日

0.205 0.200

本集團現僱員 二零一九年 
十月十八日

192,130,000 – (48,410,000) – – 143,720,000 二零一九年 
十月十八日至 
二零二零年 
十月十七日

0.205 0.200

198,630,000 – (51,210,000) – – 147,420,000

直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為數262,500,000份購股權已歸屬，包括51,210,000份已
行使之購股權及餘下可行使購股權為147,420,000份。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概無
未歸屬購股權。

於期內已行使購股權於緊接行使日期前之加權平均收市價為每股0.22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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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就於二零一九年十月十八日授出之購股權而言：

(1) 授予購股權之代價：各承授人於接納授出之購股權時將支付1港元。

(2) 有效期：於二零一九年十月十八日至二零二零年十月十七日（首尾兩日包括在內）。

(3) 歸屬時間表： (i)25%購股權須於二零一九年十月十八日歸屬；(ii)25%購股權須於二零二零

年一月十八日歸屬；(iii) 25%購股權須於二零二零年四月十八日歸屬；及(iv)25%購股權須於

二零二零年七月十八日歸屬。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宣派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
日：無）。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於期內，本公司已應用聯交所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
則」）之原則及遵守其適用守則條文，惟下列偏離者除外。本公司定期檢討其企業管
治常規，以確保該等常規一直符合企業管治守則之規定。

(1) 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A.2.1規定，主席與最高行政人員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
應由一人同時兼任。

自二零一八年七月九日起，任煜男先生（「任先生」）已獲委任為本公司執行董事、
主席兼行政總裁（「行政總裁」）。董事會相信由一人兼任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職位
為本公司提供強大一貫的領導，使我們作出有效及高效率的業務決策及策略的
規劃及實施，且有益於本集團的業務前景及管理。儘管任先生兼任主席及行政總
裁，惟主席與行政總裁間的職責仍有清晰劃分。兩個職位由任先生清晰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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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第A.4.1條規定非執行董事應有特定任期並應接受重選。
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均並無特定任期，惟彼等須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
細則在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膺選連任。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其條款並不遜於上市規則附
錄十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標準。於回
應本公司的具體查詢時，全體董事均確認彼等於期內及直至本公告日期止一直遵從
標準守則的規定。

董事資料變更

直至本公告日期，有關董事資料之變更而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披露者載列
如下：

(1) 任煜男先生已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七日辭任蠟筆小新休閒食品集團有限公司（一
間於聯交所主板上市之公司，股份代號：1262）之非執行董事。

充足公眾持股量

根據本公司公開可得的資料及據董事所深知，本公司於本公告日期維持上市規則所
規定的充足公眾持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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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之規定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其職權範圍與上市
規則附錄14內所載企業管治守則條文一致。

審核委員會的職責為其他董事、外聘核數師及管理層之間的主要溝通途徑，如有關財
務及其他申報，內部控制和審計等職責；協助董事會履行其責任，提供有關財務申報
之獨立意見，令彼等信納本公司內部控制之成效及審計工作之效率。審核委員會包括
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李周欣先生（主席）、李文昭先生及蔣國良先生。

審閱中期業績

本集團於期內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及批准。審核委員
會認為編製相關業績符合適用會計準則、原則及政策以及規定以及上市規則及其他
適用法律規定且已作出充分披露。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向全體員工對本集團付出之竭誠努力及寶貴貢獻致以衷心謝意，
並感謝所有股東及投資者以及客戶之支持。

承董事會命
歐科雲鏈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任煜男

香港，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非執行董事為徐明星先生、唐越先生及浦曉江先生；執行董事為
任煜男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周欣先生、李文昭先生及蔣國良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