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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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CMON LIMITED

（股份代號：1792）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中期業績

CMON Limited（「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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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業績，連同截至二零
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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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美元 美元

收益 2, 3 11,915,693 12,820,010
銷售成本 (6,921,777) (6,948,961)

毛利 4,993,916 5,871,049
其他收入 206,025 236,533
其他收益╱（虧損），淨值 5 111,053 (297,843)
銷售及分銷開支 (2,247,900) (2,216,477)
一般及行政開支 (3,164,757) (3,35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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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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美元 美元

經營（虧損）╱溢利 (101,663) 241,720
—  有關申請本公司股份由GEM轉至 

 主板上市（「轉板上市」）的專業服務費 — (1,053,546)
融資成本 (197,098) (270,225)

除所得稅前虧損 (298,761) (1,082,051)
所得稅開支 6 (291,011) (65,562)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4 (589,772) (1,147,613)
其他全面虧損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異 (232) (2,349)

其他全面虧損（扣除稅項） (232) (2,349)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及 
全面虧損總額 (590,004) (1,149,962)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 7 (0.00033) (0.0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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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於 於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美元 美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14,182,799 14,207,636
無形資產 10 12,627,395 12,506,463
使用權資產 598,256 120,586
存放於人壽保險公司之存款 1,207,640 1,188,890

28,616,090 28,023,575

流動資產
存貨 2,837,153 2,010,83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333,253 1,934,110
預付款項及按金 5,497,242 6,862,791
已抵押存款 207,200 207,62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082,552 757,743

12,957,400 11,773,104

資產總值 41,573,490 39,796,679

權益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2 11,700 11,700
股份溢價 12 12,384,133 12,384,133
保留盈利 7,823,965 8,413,737
資本儲備 780,499 780,499
以股權支付之酬金儲備 948,854 756,176
外匯儲備 (55,041) (54,809)

總權益 21,894,110 22,291,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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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於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美元 美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貸 7,748,160 3,716,220
遞延所得稅負債 2,441,486 2,150,475
租賃負債 492,479 96,006

10,682,125 5,962,701

流動負債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370,224 1,672,482
銀行借貸 3,687,675 6,634,444
合約負債 4,785,594 2,930,075
租賃負債 105,276 28,716
應付所得稅 48,483 276,822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13 3 3

8,997,255 11,542,542

負債總額 19,679,380 17,505,243

權益及負債總值 41,573,490 39,796,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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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本 股份溢價 保留盈利 資本儲備
以股權支付 

之酬金儲備 外匯儲備 總計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11,700 12,384,133 8,413,737 780,499 756,176 (54,809) 22,291,436

全面虧損
期內虧損（未經審核） — — (589,772) — — — (589,772)

其他全面虧損（未經審核） — — — — — (232) (232)

向員工授出之購股權 

（未經審核） — — — — 192,678 — 192,678

全面虧損總額（未經審核） — — (589,772) — 192,678 (232) (397,326)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1,700 12,384,133 7,823,965 780,499 948,854 (55,041) 21,894,110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11,700 12,384,133 9,176,923 780,499 163,363 (22,319) 22,494,299

全面虧損
期內虧損（未經審核） — — (1,147,613) — — — (1,147,613)

其他全面虧損（未經審核） — — — — — (2,349) (2,349)

向員工授出之購股權 

（未經審核） — — — — 200,949 — 200,949

全面虧損總額（未經審核） — — (1,147,613) — 200,949 (2,349) (949,013)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1,700  12,384,133  8,029,310  780,499  364,312  (24,668)  21,545,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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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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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美元 美元

經營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91,595) 1,157,483

投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2,139,258 (3,444,140)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1,277,377 988,60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3,325,040 (1,298,053)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57,744 2,849,799

匯兌差異 (232) (2,349)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082,552 1,549,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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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時需要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其將對政策的
應用以及按年初至報告日期基準報告的資產、負債及收支的金額產生影響。實際結果可能有別於該
等估計。

 (a) 應用新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修訂本

於本期間內，誠如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所述，所應用的會計政策與該等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所應用者一致及並無引進應用新政策。

 (b)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準則及準則之修訂本

新準則及準則之修訂本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所依從者相
同，有關新準則及準則之修訂本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尚未生效，本集團亦無
於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提早採納。根據管理層進行之初步評估，該等新準則及準
則之修訂本預期不會對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

2. 分部資料

經營分部的報告方式與向主要經營決策者作內部報告的方式一致。本集團僅有的經營分部（亦為其主
要業務）為設計、開發及銷售棋盤遊戲、模型戰棋及其他消閒產品。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所賺取的收益來自以下地理區域的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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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元 美元

北美洲 7,028,858 6,018,363

歐洲 3,754,357 3,919,533

大洋洲 387,740 308,561

亞洲 727,762 1,814,969

南美洲 16,976 758,584

11,915,693 12,82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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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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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元 美元

銷售產品 11,745,583 10,607,417

有關產品銷售的付運收入 170,110 2,212,593

11,915,693 12,820,010

4. 期內虧損

本集團期內虧損經扣除下列各項後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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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元 美元

存貨成本 4,257,347 4,388,334

其他專業費用 144,946 125,896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花紅及津貼 1,088,506 1,696,277

以權益結算的股權支付之款項 192,678 200,949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60,350 60,628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968,152 1,201,956

使用權資產折舊 15,628 126,694

無形資產攤銷 1,426,969 994,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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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益╱（虧損），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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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元 美元

匯兌收益╱（虧損） 111,053 (25,132)

計量存放於人壽保險公司之存款的初始確認虧損 — (272,711)

111,053 (297,843)

6. 所得稅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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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元 美元

當期所得稅開支 — 65,562

遞延稅項開支 291,011 —

291,011 65,562

本集團獲豁免繳納開曼群島及英屬維爾京群島稅項。本集團旗下公司須繳納美利堅合眾國（「美國」）
企業稅（稅率為21%）及新加坡企業所得稅（稅率為17%）。

7.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的計算方式為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除以期內發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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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美元） (589,772) (1,147,613)

已發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806,000,000 1,806,000,000

每股基本虧損（美元） (0.00033) (0.00064)

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因為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
潛在攤薄普通股發行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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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並無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無）。

9.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約1.1百萬美元（截至二零一
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2百萬美元）。

10. 無形資產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花費約0.9百萬美元用於收購無形資產（截至二零
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0.8百萬美元）。

1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美元 美元

貿易應收款項 252,664 1,853,234

減：呆賬撥備 (32,384) (32,384)

220,280 1,820,850

其他應收款項 112,973 113,260

333,253 1,934,110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集團向其客
戶分別授出0至60日及0至60日之信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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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貿易應收款項按各銷售發票出具日期的賬
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美元 美元

少於30天 125,572 547,289

30天至90天 55,078 285,111

91天至180天 39,630 —

181天至365天 — 988,450

220,280 1,820,850

12. 股本及股份溢價

本公司 

股份數目 股本 股份溢價
美元 美元

法定：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二零年 

一月一日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每股面值0.0005港元的普通股 7,600,000,000 49,147 —

本公司 

股份數目 股本 股份溢價
美元 美元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二零年 

一月一日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1,806,000,000 11,700 12,384,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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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關連方交易

關連方指本集團有能力於財務及營運決策中直接或間接控制或行使重大影響力的實體或本集團的董
事或高級職員。

 (a) 與關連方的結餘

董事認為，以下與本集團有交易或結餘的公司為關連方：

名稱 與本集團的關係

CMON Holdings Limited 最終控股公司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項為無抵押、不
計息、以美元計值及按要求償還。

 (b) 主要管理人員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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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元 美元

工資及薪金 265,004 273,846

董事袍金 62,857 272,949

退休金成本 — 定額供款計劃 8,755 10,507

336,616 557,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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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模式及業務回顧

我們為一家休閒遊戲發行商，專門開發及發佈桌遊（包括棋盤遊戲及模型戰棋遊戲）。我
們亦自二零一五年起開始開發及推出手機遊戲。

我們發佈自家遊戲及特許遊戲。我們亦分銷第三方桌遊。我們主要通過Kickstarter及批
發商銷售桌遊。我們亦透過我們於新加坡的自營實體店以及一年在網上及實體（如可行）
舉辦兩至三次的網上遊戲展直接向終端用戶進行銷售。

於本中期業績公告日期，我們合共有93款遊戲，包括87款棋盤遊戲、三款模型戰棋遊戲、
兩款手機遊戲及一款電腦遊戲。

長期策略及展望

我們的策略是藉開拓地區市場及產品多元化以達致長期增長。我們繼續重點1）進軍亞洲
市場；2)向終端用戶及玩家（尤其是中國及東南亞終端用戶及玩家）直接進行市場推廣；
及3）提升遊戲設計的能力及引入優質知識產權。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我們全資擁有的
中國附屬公司在中國廣州新裝潢的辦公室兼倉庫開始營運，並增加中國員工人數。

我們銳意成為優質桌遊的領先開發商及發行商，對桌遊行業的增長及發展保持樂觀。截
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我們推出三款Kickstarter遊戲《Marvel United》、
《Ankh: Gods of Egypt》及《CMON Comics: Vol. 1》，並分別籌集約2.8百萬美元、3.3百
萬美元及0.5百萬美元。我們將會繼續推出遊戲，此舉不但能協助我們挽留眾多玩家，更
能幫助我們吸引新玩家，從而提升收益基礎及保持競爭地位。我們將會繼續擴大我們的
地域覆蓋範圍，提升我們遊戲在亞洲玩家當中的知名度，從而增加市場佔有率。

於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由於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中國封鎖大部分地
區。由於我們未能向客戶運送貨品，導致銷售大幅下降。停止實體零售亦對銷售造成負
面影響，但網上銷售快速填補實體零售的下跌。除非中國有另一次封城，否則管理層認
為大流行不會對未來銷售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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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益

收益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2.8百萬美元減少約7%至截至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1.9百萬美元，主要由於COVID-19大流行所致。

下表載列按銷售渠道劃分的收益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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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元 % 美元 %

直接
Kickstarter 9,821,017 82.4 1,938,301 15.1
網店及遊戲展 29,701 0.3 57,173 0.5
手機遊戲 247 — 727 —

批發商 2,064,728 17.3 10,823,809 84.4

總計 11,915,693 100.0 12,820,010 100.0

銷售成本

銷售成本不變，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約為6.9百萬美元。銷售成本的攤銷部分增加，由因收益減少而減少的存貨成本所抵
銷。

毛利及毛利率

毛利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5.9百萬美元減少至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約5.0百萬美元，主要由於COVID-19大流行導致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的銷
售下降。我們的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45.8%減少至截至二零
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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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

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其他收入分別為236,533美元及
206,025美元，減少主要歸因於本集團網站的廣告收入減少。

銷售及分銷開支

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銷售及分銷開支分別為約2.2百萬美
元及約2.2百萬美元。商戶賬戶費因Kickstarter項目於二零二零年籌集的價值更高而增加，
由有關出席二零二零年遊戲展的費用（即市場推廣及差旅費用）減少所悉數抵銷。

一般及行政開支

我們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一般及行政開支約為3.4百萬美元，減少至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3.2百萬美元，主要是由於有關申請轉板上市的專
業服務費發生於二零一九年而非二零二零年。

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65,562美元，而於截至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則為291,011美元。此乃主要由於遞延稅項開支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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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性及財務資源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我們主要透過內部產生資金及外部借貸的所
得現金為營運撥支。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獲承諾銀行融資，金額約12.3百萬美元（二零一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約12.3百萬美元）。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總銀行借貸約為
11.4百萬美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0.4百萬美元），當中(i)約6.6百萬美元以
新加坡元計值，年期為20年，自提取日期直至個別銀行融資函件日期第二年底，利息按
固定利率收取，而隨後年度則按浮息計算；及(ii)約4.8百萬美元以美元計值，年期為120
日至4年，利息按浮息計算。銀行借貸約4.6百萬美元以本集團於新加坡的物業、本公司
的企業擔保及存放於相關銀行的所有定期存款之押記作抵押。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本集團的借貸的還款如下：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美元 美元

1年內 3,687,675 6,634,444
1至2年 1,517,741 713,275
2至5年 3,242,997 768,021
超過5年 2,987,422 2,234,924

總計 11,435,835 10,350,664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們的總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及
已抵押存款分別約4.3百萬美元及1.0百萬美元，均為以美元、加拿大元、新加坡元及港元
計值的銀行現金及手頭現金。

展望未來，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所
述，我們擬使用我們的資本用於撥付營運資金、遊戲開發活動、收購知識產權及拓展計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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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政策

本集團透過Kickstarter作出銷售的所得款項通常於交付產品前收取，因此本集團並無承
受重大信用風險。本集團的貿易應收款項主要涉及向批發商銷售。我們已訂立政策，評
估及監察批發商的信譽值。本集團定期進行批發商信用評估，並將據此調整給予批發商
信貸。一般而言，本集團並不要求向貿易債務人收取抵押品。管理層定期根據過往付款
記錄、逾期期間時長、貿易債務人的財務實力及是否與相關債務人有任何糾紛，評估收
回整體及個別貿易應收款項的可能。

資本架構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本架構由銀行借貸及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資本
及儲備組成，包括股本、股份溢價、保留盈利、資本儲備及其他儲備。

新遊戲及其對財務表現的影響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推出三款Kickstarter遊戲《Marvel 
United》、《Ankh: Gods of Egypt》及《CMON Comics: Vol. 1》，並分別籌集約2.8百萬美
元、3.3百萬美元及0.5百萬美元。

主要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並無主要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
公司、聯營公司及合資企業。

僱員資料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56名僱員（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52名）。本集團
根據僱員的表現及工作經驗釐定彼等的薪酬。除基本薪金外，本集團亦可能會參考其業
績及個別員工的表現以向合資格員工授出酌情花紅及╱或購股權。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員工成本總額（包括董事薪酬及強制性公積金供款）約為1.1百萬美元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6百萬美元）。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賬面淨值約4.4百萬美元的物業及已抵押存款207,200美元，已
就銀行借貸押記作抵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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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的未來計劃

於本中期業績公告日期，本集團並無具體的重大投資計劃。然而，誠如招股章程所述，
我們擬藉著收購擁有權或獲授特許權，將更多優質遊戲加入我們的遊戲組合，以增加我
們的市場佔有率。我們亦有意考慮及探尋遊戲開發商、發行商及立足歐洲的分銷商，作
為日後潛在戰略收購和特許授權的目標。我們擬主要以內部產生資金及外部借貸撥支擴
張計劃。

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短期及長期銀行借貸分別為約3.7百萬美元及約7.7
百萬美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分別為約6.6百萬美元及約3.7百萬美元）。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按負債總額除以資產總值計算）約為
45.3%（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44%）。

面臨外匯風險

本集團主要在美國及新加坡經營，大部分交易以美元計值及結算。本集團目前並無外幣
對沖政策。然而，本集團將繼續監察外匯風險，並將於有需要時考慮對沖重大外幣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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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無）。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後發生的事項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前後，在編製本公司年度財務報表期間履行其審核工作時，本公司前
任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發現若干審核事宜（「審核事宜」）。審核事宜導致截至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報告及年度業績公告延遲刊發。因此，本公司
股份自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起已暫停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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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十八日，本公司已獲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知會下列有
關本公司之復牌指引（「復牌指引」）：(i)就本公司核數師提出之事宜進行合適調查、公佈
發現及採取合適糾正行動；(ii)刊發所有尚未公佈財務業績及處理任何審核修改；及(iii)
公佈所有重大資料以供本公司股東及其他投資者評核本公司之狀況。

因此，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七日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由董事會轄下全體現任審核
委員會成員組成）（「調查委員會」）並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六日委任獨立專業人士Mazars 
Singapore（「Mazars」），就審核事宜進行獨立調查（「調查」）。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
Mazars出具獨立調查報告草案（「調查報告」），當中載列其調查結果及有關內部監控之建
議。調查委員會已審閱調查報告草案，並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在Mazars出席之調查
委員會會議上同意其結果及內部監控建議。本公司已自此藉諮詢Mazars，根據調查報告
草案實施內部監控建議。最終調查報告已於二零二零年十月十四日發出。

有關審核事宜、復牌指引、調查、調查報告及復牌進度的更多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
為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三日、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二零二零年七月七日、二零二零
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三日的公告。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刊發進一步公告，
知會公眾人士最新發展。

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企業管治常規

本集團致力維持高水平的企業管治，以保障本公司股東（「股東」）權益以及提升企業價值
及問責性。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作
為其本身的企業管治守則。除本中期業績公告所披露者外，就董事會所深知，本公司於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期間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項下的所有適用守則條文。本公
司將繼續檢討及監督其企業管治常規，以確保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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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角色應予區分，並由不同人
士擔任。黃成安先生目前擔任本公司主席，並已調任為本公司聯席行政總裁，而建邦先
生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三日獲委任為本公司聯席行政總裁。基於黃先生為本集團創辦
人之一，以及彼於企業策略規劃及整體業務發展的責任，董事會相信，由黃先生擔任兩
個職位可促進有效管理及業務發展，符合本集團及股東的利益。董事會每季亦定期舉行
會議檢討由黃先生領導的本集團的營運。因此，董事會相信此安排將不會影響董事會與
本公司管理層之間的權力及授權的平衡。黃先生及建邦先生現時共同執行本集團的發展
策略並管理本集團的業務營運，董事會將繼續審視本集團企業管治架構的效能，評估是
否需要區分主席及聯席行政總裁的角色。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交易必守標準

本公司已採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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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其自
身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各董事確認，於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遵守交易必守標準。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並無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九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購買、銷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概無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曾購買、銷售
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及中期業績審閱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即王宇山先生（主席）、鍾平先生及
蔡敏先生。三名成員全部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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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已連同本集團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政策，並與彼等討論本
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中期業績公
告，並建議董事會採納。

董事及控股股東於競爭業務的權益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董事、控股股東或彼等各自的聯繫人概無從事與
本集團業務直接或間接競爭或可能競爭的任何業務或於該等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

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刊載中期報告

本公司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並刊
載於本公司網站(http://cmon.com)及聯交所指定網站(www.hkexnews.hk)。

持續暫停買賣

應本公司之要求，本公司股份已自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上午九時正起於聯交所暫停買賣，
並將繼續暫停買賣，直至本公司達成復牌指引為止。本公司將藉於適當時候刊發進一步
公告，知會公眾人士最新發展。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CMON Limited

主席、聯席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黃成安

新加坡，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黃成安先生、建邦先生及許政開先生；非執行董事為蔡穩健
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鍾平先生、王宇山先生及蔡敏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