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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6819）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 收益。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總收益為19.0百萬美元，相較截至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18.2百萬美元有所增長。

. 淨虧損╱溢利。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淨虧損為 1.4百萬美元，
相較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淨溢利2.4百萬美元有所減少。

.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本公司擁有人應

佔每股基本虧損為 0.003美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盈利： 0.005
美元）。

. 股息。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

中智全球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
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合併財務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可資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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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港免責聲明

前瞻性陳述

本中期業績公告所載若干陳述可被視為前瞻性陳述。前瞻性陳述基於管理層使用目前可得

的業務、行業、技術及營運地區相關資料得出的看法及假設。該等陳述僅為預測，並非對

未來表現、行動或事件的保證。前瞻性陳述受限於諸多風險及不明朗因素。倘發生一項或

以上該等風險或不明朗因素，或倘管理層的相關假設被證實為不正確，則實際結果可能與

前瞻性陳述所考慮者大相徑庭。前瞻性陳述的內容僅以截至有關陳述作出日期為準。投資

者或股東不應過分依賴該等前瞻性陳述。本集團明確表示概不就更新任何前瞻性陳述承擔

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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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損益以及其他全面收入或虧損表

截至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收益 5 19,031 18,159
收益成本 (2,322) (1,041)

毛利 16,709 17,118
銷售及營銷開支 (2,556) (3,023)
一般及行政開支 (10,048) (7,716)
研究及發展開支 (7,343) (2,779)
其他虧損淨額 (108) (295)

經營（虧損）╱溢利 (3,346) 3,305
融資成本 (1,112) (888)
融資收入 960 1,326
其他非經營收入 39 —

應佔一間合營企業虧損（扣除稅項） — (85)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3,459) 3,658
所得稅（利益）╱開支 6 (2,066) 1,305

期內（虧損）╱溢利 (1,393) 2,353

其他全面虧損：

隨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股本工具

— 公平值變動淨額 (1,154) 19
隨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債務工具

— 公平值變動淨額 (119) —

— 匯兌差額 719 (270)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扣除稅項） (554) (251)

期內全面（虧損）╱收入總額 (1,947) 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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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期內（虧損）╱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份額 (1,395) 2,381
非控股權益應佔份額 2 (28)

(1,393) 2,353

期內全面（虧損）╱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份額 (1,949) 2,130
非控股權益應佔份額 2 (28)

(1,947) 2,102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盈利

（以每股美元呈列）
— 基本及攤薄 7 (0.003) 0.005

隨附附註為該等中期業績報表的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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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淨額 9,157 4,131
商譽及其他無形資產淨額 24,072 22,545
使用權資產淨值 5,602 1,538
按金及預付款項 172 348
受限制現金 14,250 163

53,253 28,725

流動資產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金融資產 47,571 47,925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2,379 2,518
受限制現金 960 10,18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209 7,795

57,119 68,423

資產總值 110,372 97,148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46 46
股份溢價 76,929 76,929
其他權益 (11,054) (10,891)
其他儲備 (65,041) (65,283)
保留盈利 43,290 44,685

44,170 45,486
非控股權益 30 28

權益總額 44,200 45,514

– 5 –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借款 28,493 —

其他負債 10 —

遞延所得稅負債 1,874 3,565
租賃負債 7,148 914

37,525 4,479

流動負債

借款 2,984 21,500
租賃負債 368 692
貿易應付款項 9 3,227 2,258
其他應付款項及撥備 3,991 3,389
應付關聯方款項 — 44
合約負債 5 18,049 19,259
即期所得稅負債 28 13

28,647 47,155

負債總額 66,172 51,634

權益及負債總額 110,372 97,148

隨附附註為該等中期業績報表的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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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有關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的適用

披露規定而編製，包括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所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國際

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公告乃根據於及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止十八個月期間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的相同會計政策編製，惟預期在於及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內反映的會計政策變動除外。

編製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的中期財務報表須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有關判斷、估計及假設

會影響政策應用，以及按年初至今基準計算資產和負債、收入及開支的呈報金額。實際結果可能與該等

估計不同。

該等中期財務報表應與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八日刊發的二零一九╱二零年年報一併閱讀。該等

中期財務報表載有簡明合併財務報表及經挑選解釋附註。有關附註包括對理解自本公司二零一九╱二零

年年報以來財務狀況及表現變動而言屬大的事件及交易之說明。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及其附註並不包

括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全套財務報表所需的全部資料。

本集團核數師KPMG LLP已根據適用於審閱中期財務資料的美利堅合眾國公認核數準則以及按照國際審

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料」進行審閱。

除非另有說明，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及相關附註均以美元（「美元」）呈列，美元為本公司的功能及呈列

貨幣。

2. 重大會計政策變動

本集團已採納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財政年度生效的全部新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

於以下日期或之後開始的

年度期間生效

財務報告概念框架 修訂本—經修訂財務報告概念框架 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及國際

會計準則第8號

修訂本—重大的定義 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修訂本—業務的定義 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本集團已評估採納新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並確定其本集團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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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大會計政策概要

重大會計政策概要詳列於本公司的二零一九╱二零年年報。

4. 分部資料

主要營運決策人認為，本集團業務是按單一分部營運及管理，因而並無呈列分部資料。此結論是基於以

下分析：

. 本集團按其業務的整體營運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而非根據地區或產品線。

. 本集團主要於美國經營其業務，並自美國的外部客戶賺取絕大部分收益。

. 本集團絕大部分的非流動資產（不包括受限制現金）位於美國。

. 現時概無其他地區被視為重大且須單獨檢視。

5. 收益

絕大部分費用均由會員於服務提供時支付。下表載列我們於所示期間按解決方案及附加服務劃分的收益

明細：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供應商及醫療資格認證 18,661 17,769

附加服務 370 390

19,031 18,159

– 8 –



客戶合約收益的明細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收益確認的時間

— 隨時間 18,840 17,986
— 某一個時間點 191 173

19,031 18,159

本集團的絕大部分收益於美國產生，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歸屬於美國的收益合共為

18.7百萬美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為17.8百萬美元）。

合約負債

本集團已確認以下與收益相關的合約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合約負債 18,049 19,259

合約負債主要包括會員預付的會費，而相關服務截至各財政期間末尚未完全提供，並將於未來十二個月

內確認的部分將於簡明合併財務狀況報表中分類為流動負債。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確認且計入期初合約負債結餘的收益金額為 14.4百萬美元，而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則為13.4百萬美元。所有合約負債於一年內攤銷。

貿易應收賬款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任何貿易應收賬款。

季節性

本公司並無季節性造成的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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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按中期報告期間除稅前溢利╱（虧損）乘以管理層對整個財政年度預期的加權平均年度所得稅

稅率的最佳估計，並按中期期間全額確認的若干項目的稅務影響作出調整而釐定。因此，中期財務報表

的實際稅率可能與管理層對年度財務報表的估計實際稅率有所不同。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就持續經營業務之綜合實際稅率為59.7%稅項利益（截至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35.7%稅項開支）。截止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實

際所得稅稅率變動主要與以下因素有關：

. 於二零二一年財政年度上半年，對美國實體活動進行分析，並確定可獲得大量聯邦及州分的研發稅

項抵免。基於研發分析所記錄即期及遞延所得稅利益總額約為1.5百萬美元。

.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美國國會通過一項法律，規定以寬免或可寬免的薪資保障計劃貸款支付的普

通及必要的業務開支可全額扣除。本公司撥回尚未明確的稅務狀況負債約0.4百萬美元。

7. 每股（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按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計

算。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虧損）╱溢利（千美元） (1,395) 2,381

已發行股份的加權平均數（千股） 457,112 457,112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每股美元） (0.003) 0.005

每股攤薄盈利乃按所有潛在攤薄普通股均已兌換的假設而調整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不包括本

公司於受限制股份獎勵計劃項下購買的普通股）計算。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或截至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潛在攤薄普通股，因此，每股攤薄（虧損）╱盈利與每

股基本（虧損）╱盈利相等。

8. 股息

本公司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及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並無派付或

宣派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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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應付款項

貿易應付款項於各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進行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即期 1,716 2,206

1至30日 1,511 52

總計 3,227 2,258

本集團認為，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貿易應付款項賬面值與其各自的

公平值相若。

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面值主要以美元計值。

10. 報告期後事項

於仁正醫德的額外投資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本集團擁有67%權益的附屬公司中智科技香港有限公司完成為數0.4百萬美元的資本

交易，從而增加於其合營企業仁正醫德的投資，以支援該合營企業的業務增長。本集團保留於該合營企

業的 40%擁有權。仁正醫德早前與廊坊市簽訂協議，並開始於該地區推行本集團備受信賴的醫療護理平

台。本集團將繼續於該合營企業董事會的三名董事席位中保留其中一席。

授出受限制股份獎勵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董事會批准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的股份補償表現花紅，總

額最多為 1.1百萬美元。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一月十八日完成自非關連人士及關連人士受限制股份獎勵

計劃授出1,272,694股股份。有關授出須一個額外的服務期，並將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

十月一日歸屬其中65%及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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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概覽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大部分收益透過年度訂購醫療資格認證

所產生。我們新增遠程護理解決方案BioBytes™將病人資料連結至值得信賴的醫療供應商，
其透過我們的合營企業仁正醫德根據於二零二零年九月與中國廊坊市批准的合約，成功增

加新醫療場所（「醫療場所」）、醫生及病人。我們的業務策略將繼續專注於向採用我們技術

的醫療場所提供最大價值。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們有 10,747間註冊醫療場所，較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減少4.3%。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們共有 114,109名支援醫療行業的會員，較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減少6.0%。該減少主要歸因於COVID -19疫情令醫療場所非危急病人

醫療程序暫時被延誤。由於醫療場所重新營業，可進行該等重大醫療程序，故我們相信，
相關醫療專業人士將會續訂。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我們的收益較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的 18.2百萬美元增長至 19.0百萬美元。同期，毛利由 17.1百萬美元減少至 16.7百萬

美元，淨虧損為 1.4百萬美元，而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則為淨溢利 2.4
百萬美元。毛利變動主要歸因於 eBadge技術折舊1.3百萬美元。

淨虧損主要由於與上個財政年度資本化的主要平台解決方案開發有關的攤銷及折舊大幅增

加。我們的非資本化研究及發展（「研發」）開支增加 4.6百萬美元至 7.3百萬美元，而截至二

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則為 2.8百萬美元，當中平台攤銷開支增幅佔差額的 1.4
百萬美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資本及非資本化研發開支總額為 8.1
百萬美元，較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增加 2.1百萬美元。於本期間，推出市場的資

本化及非資本化增強為第二代 GO ! eBadge技術； Link； SEC3URE合規調查能力升級；
BioBytes™和業界首個COVID -19資格認證，以及對該平台的 57項額外功能提升。此外，地

區領導、財務、專業服務及折舊相關一般及行政開支增加 2.3百萬美元；惟被稅項利益 2.1
百萬美元抵銷。

– 12 –



前景

我們相信，我們獨特的價值定位是在單一、可延伸、值得信賴的端對端科技平台連結護理

需要的供需兩方，是現今市場內其中一項最高效且具成本效益的解決方案。我們的解決方

案可用於絕大部分地區，網上運作一如現場般暢順。因此，我們預期以下三個主要領域將

錄得增長：

(a) 於平台拓展至所有類型的醫療場所，包括家居醫療護理市場。中國已展示其為最快採

納新式醫療護理技術的國家，並預期繼續在這方面擔當世界領袖。中智的合營企業仁

正醫德獲廊坊市（人口約為 4.5百萬）授予一份合約。通過此合約，仁正醫德現正向中智

提供完整端對端技術解決方案。該解決方案包括遠程收集病人的健康數據並將有關資

料傳送至監察資料的醫療專業人士。該系統創新地加入由病人或醫生負責綜合工作安

排，形成可讓病人、醫療供應商及醫療場所收集、監察及安排工作的實時一站式解決

方案。

(b) 該平台的社區及技術增長。我們利用我們具吸引力、可延伸及開放的科技平台，通過

策略聯盟及創新夥伴關係延伸市場及能力。作為其中一個可開放供所有受信任人士、

地方及設備採納的解決方案，我們的跨國平台為夥伴提供市場及銷售渠道。每當我們

可吸引新聯盟及夥伴，我們醫療護理社區裡各方的平台價值即呈指數增長。

(c) 地域擴充的地區領導能力。我們所服務每個地區的專責商業領導層與客戶建立更緊密

關係。該等緊密關係將提升我們的市場敏感度，進一步提升我們預測新興及領先市場

趨勢的能力。此外，該等地區主管將帶領本公司的地區擴充工作、經營垂直行業、建

立夥伴關係及進行慈善工作。

COVID -19之影響

自COVID -19疫情爆發以來，本集團無間斷地提供服務。然而，主要受COVID -19措施影

響，報告期內的整體醫療需求有所下降。該下降乃主要由於COVID -19疫情導致需求受到空

前壓制，而疾病和慢性健康問題仍然存在。本集團受到的主要影響是報告期內的平均會員

數目減緩，原因是於實施COVID -19措施情況下，會員傾向延遲購買或重續我們的服務，直

至其能夠或需要進入相關醫療場所。因此，我們的會員總數已由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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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6%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114,109人，我們預期有關影響將可能持續，直至大

部分醫療機構完全恢復正常營運。另一方面，COVID -19疫情導致整個行業的監管及政策執

行力度達到最高水平，進一步支持本集團長遠為所有持份者帶來最高價值。

資產

本公司的總資產由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 97.1百萬美元增加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的 110.4百萬美元。我們對承兌票據（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債務工具）進行獨立估

值，結論是對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價值並無造成重大變動。期內，按公

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債務工具的總價值增加 0.8百萬美元。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就提供至關重要的醫療業務，我們目前分析顯示商譽、技術及承兌票據仍維持其賬面

值。

流動資金

期內，我們的流動比率由二零二零年六月的 1.5提高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的 2.0。我們的會

員於年度期初支付費用，為本公司帶來現金流入，因此並無應收賬款的信貸風險。本集團

已通過以下行動積極增加其流動資金： 1)我們將借款由短期借款再資本化為 30.0百萬美元

的長期融資，首筆付款將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到期； 2)與主要供應商重新磋商更佳的付款

條款； 3)全面審查開支，並在可能情況下削減開支； 4) 23日強制休假；及 5)淨裁減 28名全

職員工。平台業務具備靈活性，於必要時可容許更多成本削減選擇。

由於未來COVID -19疫情、政府措施及金融市場反應仍無法確定，本集團及其董事會無法可

靠預測業務、其資產及未來流動資金受影響的程度。目前，本集團的經營能力、資產、流

動資金或信貸並無出現任何重大變動。

財務回顧

經營業績

本中期業績公告呈報自二零二零年七月一日起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

的經營業績，與自二零一九年七月一日起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進行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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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我們於所示期間未經審核簡明合併損益以及其他全面收入或虧損表中若干收入及

開支項目：

截至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收益 19,031 18,159
收益成本 (2,322) (1,041)

毛利 16,709 17,118
銷售及營銷開支 (2,556) (3,023)
一般及行政開支 (10,048) (7,716)
研發開支 (7,343) (2,779)
其他虧損淨額 (108) (295)

經營（虧損）╱溢利 (3,346) 3,305
融資成本 (1,112) (888)
融資收入 960 1,326
其他非經營收入 39 —

應佔一間合營企業虧損（扣除稅項） — (85)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3,459) 3,658
所得稅（利益）╱開支 (2,066) 1,305

期內（虧損）╱溢利 (1,393) 2,353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財務計量

經調整 — 除息稅折舊攤銷前盈利 697 4,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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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調整—除息稅折舊攤銷前盈利（「EBITDA」）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金額變動 變動百分比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期內（虧損）╱溢利 (1,393) 2,353 (3,746) (159.2)
所得稅（利益）╱開支 (2,066) 1,305 (3,371) (258.3)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3,459) 3,658 (7,117) (194.6)
淨利息收入 (312) (713) 401 (56.2)

除息稅前（虧損）╱盈利 (3,771) 2,945 (6,716) (228.0)
折舊 1,999 255 1,744 683.9
攤銷 2,044 678 1,366 201.5
其他非經營開支 425 275 150 54.5

經調整EBITDA 697 4,153 (3,456) (83.2)

我們使用經調整 EBITDA，其指扣除以下各項前的收入淨額： (i)所得稅開支及淨利息（收

入）╱開支淨額；及 (ii)若干非現金開支，包括物業及設備折舊、與若干使用權資產有關的

租金成本、無形資產攤銷及減值以及商譽減值，以及其他非經營（收入）╱開支（包括我們

認為並不反映所呈列期間核心經營表現的應佔權益（合營企業）投資對象業績）。

財務狀況

流動比率

流動比率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 1.5增加至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2.0，主要由於我們的安泰債務由短期借款再資本化為 30.0百萬美元的長期借款融資，其中

1.5百萬美元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到期。

營運資金

我們的營運資金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 21.3百萬美元大幅增加至截至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的28.5百萬美元，乃由於我們的安泰債務由短期借款再資本化為30.0百萬美

元長期借款融資，其中1.5百萬美元將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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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比率

資產負債比率（按 (i)總債務除以 (ii)總權益計算）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 47.2%增加

至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71.2%，乃由於我們的安泰債務由短期借款再資本化

為30.0百萬美元長期借款融資，其中1.5百萬美元將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到期。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的融資及庫務活動於企業層面集上為中央管理及控制。本集團的整體庫務及撥資政

策專注於管理財務風險，包括利率及外匯風險；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成本效益撥資；
以及於本集團現金狀況容許時不時增加投資回報。本集團一直遵循審慎的財務管理原則，
包括根據本集團的庫務投資政策甄選投資證券。

我們的主要資金用途是滿足我們的營運資金需求，並為我們的研發及市場收購活動提供資

金。我們的營運資金主要來自其經營活動所得現金，包括從我們的年度訂閱會籍及附加服

務向其收取現金款項，銀行借款及發行股份所得款項。於管理我們的流動資金時，管理層

監管及維持管理層視為充足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合理水平，以為營運提供資金並減輕現金

流量波動所造成的影響。主要流動資金來源為手頭上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可贖回承兌票

據以及經營活動所得現金。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流動資產淨值及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分別為 6.2百萬美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7.8百萬美元）、 28.5百萬美元（截至二零

二零年六月三十日：21.3百萬美元）及81.7百萬美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50.0百萬

美元）。

匯率波動風險

我們主要在美國經營業務，大部分交易以美元結算。管理層認為我們的業務不會面臨任何

重大外匯風險，原因為我們並無以美元以外貨幣計值的重大金融資產或負債。截至二零二

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並無發行任何作對沖用途的金融工具。由於我們監

控本公司與當地收益及開支有關的增長，管理層將在有需要時考慮對沖重大外幣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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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短期銀行存款、受限制現金及承兌票據以下列貨幣計值：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美元 64,224 62,367
新台幣 363 21
英鎊 243 267
加幣 14 28
港元 9 1,193
歐元 8 4

總計 64,861 63,880

承兌票據投資及向實體墊款

根據上市規則第 13.13條，倘向實體墊款超過本集團資產總值的 8%，則須履行披露責任。

根據上市規則第 13.20條，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仍未償還的墊款（定義見上市規則第

13.15條）詳情載於下文。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本集團使用首次公開發售籌得並未即時按招股章程所載所得

款項用途使用的所得款項總額，投資由私營企業發行本金總額為 55.0百萬美元的兩項承兌

票據。於二零一九年五月，本集團以面值 28.0百萬美元贖回該等承兌票據的一部分，並使

用所得款項投資由私營企業發行的另外兩項承兌票據。於相關時間，本公司每項承兌票據

的購買額（構成上市規則第 13.13條項下向相關實體作出的墊款）超過上市規則第 14.07 (1)條
項下所界定資產比率的8%。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所投資承兌票據尚未償還餘額為 46.7
百萬美元（ 含應收利息為 3.4百萬美元）。該資產佔流動資產總值的 81.8 %及資產總值的

42.3%。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此被視為本集團資產重大集中。

本金額 43.4百萬美元分為四項持有：Keystone Group Ltd（本金額 10.3百萬美元）、Everglory
Strategic Investment Limited（本金額10.8百萬美元）、Durable Energy Limited（本金額11.3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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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及Ariana Capital Investments Limited（本金額11.0百萬美元）。所有承兌票據按面值購

買，固定年利率為 4.5%。有關承兌票據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五

月十九日的公告。

債務

借款

報告期內，本公司附屬公司已償還借款 25.0百萬美元。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期間，我們與

安泰商業銀行（我們兩家借貸銀行之一）商議一筆 30.0百萬美元之新長期借款。借款利率介

乎 2.31%至 3.61%，為期三年，附屬公司的首筆付款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到期。借款的更多

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們的借款結餘為31.5百萬美元，浮動年利率介乎2.04%
至3.61%（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為21.5百萬美元，浮動年利率介乎3.02%至6.84%）。於二零

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按固定利率計息的借款。有關借款由若干銀行存款作抵押，
以美元計值。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借款
— 即期 2,984 21,500
— 非即期 28,493 —

總計 31,477 21,500

或然負債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有下列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本集團附屬公司 IntelliCentrics, Inc.一名前僱員於美國德克薩斯州登頓縣

對 IntelliCentrics, Inc.提出訴訟。該名前僱員要求就違反僱傭協議及年齡歧視追討若干索償。

截至本中期業績公告日期，該訴訟仍在進行中。在與外部法律顧問檢討狀況時，本集團相

信本集團將取得正面結果，故並無記錄撥備。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一日，Repifi Vendor Logistics, Inc.於德克薩斯州東區對 IntelliCentrics,
Inc.及本公司提出專利侵權訴訟。該訴訟指稱， IntelliCentrics, Inc.所推廣SEC3URE Go!訪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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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及資格認證系統侵犯美國專利編號10,304,268的專利。基於與外部法律顧問對專利資料

及狀況的初步審閱，本集團並無侵犯該專利。本集團相信本集團將取得正面結果，故並無

記錄撥備。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其他重大或然負債。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

企業管治常規

董事會致力於維持高標準企業管治。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

司已應用載列於上市規則附錄十四適用於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守則所載準則。董事認為，截

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所有適用守則

條文。

購買、銷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除受託人可能根據受限制股份獎勵計劃不時購買的股份外，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銷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重大投資、收購及出售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概無重大投資、收購或出售。

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概無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報告期後事項

於仁正醫德的額外投資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本集團擁有 67%權益的附屬公司中智科技香港有限公司完成為數 0.4百
萬美元的資本交易，從而增加於其合營企業仁正醫德的投資，以支援該合營企業的業務增

長。本集團保留於該合營企業的 40%擁有權。仁正醫德早前與廊坊市簽訂協議，並開始於

該地區推行本集團備受信賴的醫療護理平台。本集團將繼續於該合營企業董事會的三名董

事席位中保留其中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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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出受限制股份獎勵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董事會批准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的股份補償

表現花紅，總額最多為 1.1百萬美元。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一月十八日完成自非關連人士及

關連人士受限制股份獎勵計劃授出 1,272,694股股份。有關授出須一個額外的服務期，並將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十月一日歸屬其中65%及35%。

重列

本集團已重列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的若干結餘。該等修正主要涉及若干

期外調整，其累計影響使總權益增加 4.1百萬美元。更多詳情將載於本公司截至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

中期業績回顧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審核委員會認為，該等中期業績乃根據適用的會計原則及準則編製，並已作出充分披露。

刊發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告將於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www.intellicentrics-global.com)
上刊登。本公司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將適時於上述網站刊

登並寄發予股東及僱員。

釋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企業管治守則」 指 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或

「中智全球」

指 中智全球控股有限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日在開曼群島註

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EBITDA」 指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量：除息稅折舊攤銷前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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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公平值計入其他

全面收入」

指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

「本集團」或「我們」 指 本公司及其於有關時間的附屬公司以及（就本公司成為其現有

附屬公司的控股公司之前的期間而言）該等附屬公司或其前身

（視乎情況而定）經營的業務；

「國際會計準則」 指 國際會計準則；

「國際會計準則

理事會」

指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

「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

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經不時修訂及補充；

「醫療場所」 指 包括提供醫療護理服務的醫院、醫生辦公室及其他類型醫療護

理場所（如造影中心及長期護理中心）的地點；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註冊醫療場所」 指 於我們的平台註冊且並無撤銷其註冊的醫療場所；

「受限制股份獎勵

計劃」

指 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批准及採納的受限制股份獎

勵計劃；

「仁正醫德」 指 北京仁正醫德科技有限公司，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001美元的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英國」 指 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美元」 指 美利堅合眾國法定貨幣美元；

「美國」 指 美利堅合眾國；

「%」 指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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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中，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聯繫人」、「附屬公司」及「主要股東」等詞彙具有上

市規則所賦予該等詞彙的涵義。

承董事會命

中智全球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會主席

林宗良

香港，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林宗良先生及Michael James SHEEHAN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林國璋先生及Leo
HERMACINSKI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謝玉田先生、黃貽玢女士及黃文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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