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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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概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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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RMINGHAM SPORTS HOLDINGS LIMITED
伯明翰體育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09）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

伯明翰體育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
連同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

截至12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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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73,205 133,990
經營開支 (190,398) (239,341)

經營虧損 (117,193) (105,351)
利息收益 6,866 4,164
其他收入 6 11,100 3,709
出售球員註冊之溢利 264,372 116,204
無形資產攤銷 (34,916) (41,301)
行政及其他開支 (27,675) (28,575)
商譽之減值虧損 (5,490) –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15,756) –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收益 13,741 –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支出 (1,247) (1,380)
融資成本 7 (18,428) (13,677)

除稅前溢利（虧損） 8 75,374 (66,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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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2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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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得稅抵免 9 550 360

本期間溢利（虧損） 75,924 (65,847)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產生之 
匯兌差額 21,686 10,590

本期間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97,610 (55,257)

應佔本期間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71,947 (64,837)
非控股權益 3,977 (1,010)

75,924 (65,847)

應佔本期間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96,219 (54,705)
非控股權益 1,391 (552)

97,610 (55,25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基本（港仙） 11 0.41 (0.37)

－攤薄（港仙） 11 0.40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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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0年12月31日

於 於
2020年 2020年

12月31日 6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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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729 171,065
使用權資產 24,523 24,219
無形資產 179,711 164,435
商譽 1,386 6,522
投資物業 12 514,878 530,634
衍生金融工具 20,248 5,483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52,838 47,146

非流動資產總額 978,313 949,504

流動資產
存貨 359 856
應收貿易賬款 13 9,879 5,347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69,973 66,864
合約資產 140 140
銀行結餘及現金 46,090 38,804

流動資產總額 226,441 112,011

流動負債
應付轉會費 36,995 28,496
應付貿易賬款 14 14,040 16,420
應付關連方款項 222,615 –
應計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110,141 143,620
遞延資本撥款 602 544
合約負債 37,645 6,671
貸款 15 354,493 482,621
租賃負債 8,211 7,093

流動負債總額 784,742 685,465

流動負債淨額 (558,301) (573,454)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420,012 376,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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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於
2020年 2020年

12月31日 6月30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應計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 15,088
遞延資本撥款 13,941 12,860
貸款 15 60,929 4,821
租賃負債 21,597 22,260
遞延稅項負債 22,390 20,792

非流動負債總額 118,857 75,821

資產淨額 301,155 300,22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6 182,264 177,100
儲備 324,304 149,64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506,568 326,747
非控股權益 (205,413) (26,518)

權益總額 301,155 30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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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
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本集團旗下各實體之財務報表內所載項目乃以該實體經營所處主要經濟環境之貨幣（「功能
貨幣」）計量。本公司之功能貨幣為港元（「港元」）。由於本公司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上市，為方便使用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之人士，未經
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以港元呈報。

2. 主要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並經重估按公平值計量之投資物
業及若干金融工具所修訂，以港元呈報，並（除另有說明者外）已約整至最接近之千位數。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應與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一併
閱讀。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
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遵循者一致。

持續經營基準

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錄得流動負債淨額約558,301,000港元。該情況顯示存有重大不明
朗因素，可能對本集團之持續經營能力造成重大疑問。因此，本集團或無法於日常業務過
程中變現其資產及償還其負債。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本公司之董事（「董事」）認為，經
考慮(i)本公司向本公司主要股東Trillion Trophy Asia Limited（「Trillion Trophy」）取得貸款融
資，據此，本公司已獲授最多250,000,000港元之無抵押循環貸款融資（「Trillion Trophy融
資」）；(ii)本公司向本公司主要股東之全資附屬公司東霓投資有限公司（「東霓」）取得貸款融資，
據此，本公司已獲授最多300,000,000港元之無抵押循環貸款融資（「東霓融資」）；及(iii)本公
司向第三方貸款人取得貸款融資總額約529,788,000港元，本集團將擁有足夠營運資金履行
未來十二個月到期之財務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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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就上述融資之貸款賬面總值約為224,660,000港元。於2020年12月
31日，本集團有可動用未提取貸款融資約855,128,000港元。

因此，董事認為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實屬恰當。如本集團
無法繼續持續經營，則須對綜合財務報表作出調整，以將本集團之資產價值調整至其可收
回金額，並就任何可能產生之其他負債計提撥備，以及將非流動資產及負債分別重新分類
為流動資產及負債。

3.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與其營運相關及於2020年7月1日開始的會
計年度生效的全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採納該等新訂及經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不會導致本集團會計政策、本集團財務報表之呈列及本期間及過往
年度呈報之金額產生重大變動。

本集團並無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開始評估該等新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惟尚未能表示該等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否對本集團之經營
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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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

本集團於本期間之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分類：
與客戶合約之收益：
於某一時間點確認
商業收入 2,941 22,000
球賽日收入 – 9,702

2,941 31,702

於一段時間內確認
商業收入 7,006 8,108
廣播 46,461 50,542
球賽日收入 – 15,770
彩票系統及在線付款系統服務解決方案 
（「系統服務解決方案」） 1,711 1,759

55,178 76,179

58,119 107,881

其他來源之收益：
商業收入 996 15,388
租金收入 14,090  10,721 

15,086 26,109

73,205 133,990

收益乃指於日常業務過程中向外部客戶出售貨品及提供服務之應收款項以及投資物業之租
金收入，已扣除折扣及不包括增值稅或其他銷售額相關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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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部資料

以下為根據呈報予董事會代表之主要營運決策人以決定分配資源予分部及評估其表現的資
料而作出之本集團按經營分部劃分之收益及業績分析。本集團亦根據此作出分部之基準安
排及組成。

本集團之可呈報及經營分部如下：

(i) 於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英國」）經營職業足球球會；

(ii) 物業投資；及

(iii) 提供系統服務解決方案。

分部收益及業績

以下為本集團收益及業績按可呈報及經營分部劃分之分析：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

足球球會 物業投資
系統服務
解決方案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部收益
對外銷售 57,404 14,090 1,711 73,205

業績
分部業績 114,515 (3,547) 2,727 113,695

利息收益 8
其他收入 1,542
企業費用 (24,943)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支出 (1,247)
融資成本 (13,681)

除稅前溢利 75,374
所得稅抵免 550

本期間溢利 75,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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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

足球球會 物業投資
系統服務
解決方案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部收益
對外銷售 121,510 10,721 1,759 133,990

業績
分部業績 (33,862) 10,487 (2,435) (25,810)

利息收益 12

其他收入 174

企業費用 (28,575)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支出 (1,380)

融資成本 (10,628)

除稅前虧損 (66,207)

所得稅抵免 360

本期間虧損 (65,847)

分部業績為各分部在未分配若干利息收益、其他收入、企業費用、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支出、
融資成本及所得稅抵免所賺取之溢利或產生之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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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

下列為本集團(i)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及(ii)非流動資產之地區分析，乃分別根據經營地點
及資產之地區呈列。

(i)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截至12月31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英國
與客戶合約之收益：
於某一時間點確認 2,941 31,702

於一段時間內確認 53,467 74,420

其他來源之收益 996 15,388

57,404 121,510

柬埔寨王國（「柬埔寨」）
與客戶合約之收益：
於一段時間內確認 1,711 1,759

其他來源之收益 14,090 10,721

15,801 12,480

73,205 133,990

(ii) 非流動資產

於2020年
12月31日

於2020年
6月30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香港 16,195 17,679

中國 42,479 30,292

柬埔寨 514,878 530,634

英國 404,275 370,899

日本 486 –

978,313 949,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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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收入

截至12月31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自英格蘭超級足球聯賽獲得之補助金（附註(i)） 4,286 3,254

董事袍金之撥備撥回 4 139

政府補助（附註(ii)） 5,942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2 –

外匯收益，（淨額） 185 –

議價收購附屬公司之收益 15 –

雜項收入 666 316

11,100 3,709

附註：

(i)  於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職業足球營運於若干條款及條件達成後，
根據精英球員表現計劃自英國之英格蘭超級足球聯賽獲得資金約4,286,000港元（截至
2019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約3,254,000港元）。

(ii)  於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所收取補助為各地政府所提供與COVID-19相關之
補助，以挽留可能被裁員之員工以及支持受COVID-19影響之業務。期內，該等補助
為無條件及酌情授予本集團。

7. 融資成本

截至12月31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以下各項之利息開支：
－其他貸款 13,437 10,610

－銀行貸款 2,237 –

－應付轉會費之名義利息 1,401 2,283

－租賃負債 1,353 784

18,428 13,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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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除稅前溢利（虧損）

除稅前溢利（虧損）乃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達致：

截至12月31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無形資產攤銷 34,916 41,301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5,781 8,351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4,283 819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支出 1,247 1,380

訴訟索償 – 510

短期租賃相關開支 – 2,963

外匯收益，（淨額） (185) –

商譽之減值虧損 5,490 –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169,345 174,723

9. 所得稅抵免

截至12月31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遞延稅項：
－本期間 550 360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2020年及2019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期間並無於或來自香港產生應課稅溢利，
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本集團於英國之附屬公司須繳付英國企業稅（「企業稅」）。由於該等附屬公司於截至2020年
12月31日止六個月有足夠之轉結稅項虧損以抵銷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企業稅作出撥備（截
至2019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並無應課稅溢利）。

其他司法權區產生之稅項按有關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由於在其他司法權區經營之附
屬公司於截至2020年及2019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均無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其他司法權
區之利得稅作出撥備。

10. 股息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並無派付或擬派股息（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無），而
自報告期末後概無擬派任何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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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本期間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乃根據下列各項數據計算：

截至12月31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虧損）：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之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溢利（虧損） 71,947 (64,837)

截至12月31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份數目：
計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 

股份加權平均數 17,738,087,725 17,710,022,508

潛在攤薄普通股之影響
購股權 125,317,798 –

計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攤薄盈利（虧損）之 

股份加權平均數 17,863,405,523 17,710,022,508

附註：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時已計入尚未行使購股權。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由於尚未行使購股權具有反攤薄影響，本公司計算每股攤薄
虧損時並無計入該等購股權。

12. 投資物業

本集團投資物業於2020年12月31日及2020年6月30日之賬面值乃根據獨立合資格專業估值師
捷評資產顧問有限公司按市值使用現有用途基準進行估值而釐定。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
六個月，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所產生之虧損約15,756,000港元已於損益確認（截至2019年12

月31日止六個月：無）。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投資物業按公平值約514,878,000港元（2020

年6月30日：約530,634,000港元）列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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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收貿易賬款

本集團給予客戶的信貸期一般為約14至90天。貿易應收賬款（扣除減值撥備）按發票日期的
賬齡分析如下：

於2020年 於2020年
12月31日 6月30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天內 4,625 96

31天至90天 4,331 2

91天至180天 247 1,185

181天至365天 676 4,064

9,879 5,347

14. 應付貿易賬款

按發票日期作出之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2020年 於2020年
12月31日 6月30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天內 1,269 4,169

31天至90天 3,053 1,769

91天至180天 5,229 5,857

181天至365天 4,489 4,625

14,040 16,420

本集團一般向供應商取得平均90天之信貸期（2020年6月30日：9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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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貸款

於2020年
12月31日

於2020年
6月30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銀行貸款－有抵押（附註(i)） 182,952 –

銀行貸款－無抵押 1,443 –

其他貸款－無抵押
－ 來自Trillion Trophy之貸款（附註(ii)） 66,197 66,197

－ 來自第三方之貸款（附註(iii)） 164,635 421,068

－ 其他貸款 195 177

415,422 487,442

應償還之賬面值：
－ 應要求或一年內 354,493 482,621

－ 一年至兩年 51,595 2,785

－ 兩年至五年 8,321 1,859

－ 五年以上 1,013 177

415,422 487,442

減：流動負債所列於一年內到期之款項 (354,493) (482,621)

60,929 4,821

賬面值以下列貨幣計值：
港元 205,477 473,905

英鎊 189,319 5,748

人民幣 19,183 7,789

日圓 1,443 –

415,422 487,442

實際年利率：
港元 4.50% – 8.00% 4.50% – 8.00%

英鎊 0.00% – 5.56% 0.00%

人民幣 5.00% 5.00%

日圓 0.46%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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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i)  於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取得新的銀行貸款約182,952,000港元（相等
於約17,312,000英鎊），用於償還來自第三方之貸款。所有新銀行貸款均按介乎4.29%

至5.56%之固定年利率計息。銀行貸款乃以本集團應收其他足球球會之轉會費作為抵押。

(ii)  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貸款中約66,197,000港元（ 2020年6月30日：約66,197,000港
元）為本公司主要股東Trillion Trophy所提供之備用融資。該筆貸款為無抵押及按固定
年利率4.5%計息。

(iii)  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貸款中約164,635,000港元（2020年6月30日：約421,068,000

港元）乃由外部貸款人提供。該等貸款為無抵押及按介乎0.0%至8.0%之固定年利率計息。

(iv)  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貸款之賬面總額約為415,422,000港元（2020年6月30日：約
487,442,000港元）。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有可動用未提取貸款融資約855,128,000

港元（2020年6月30日：約279,261,000港元）。

16.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千港元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

於2019年7月1日（經審核）、 

2020年7月1日（經審核）及 

2020年12月31日（未經審核） 50,000,000,000 5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2019年7月1日（經審核）及 

2020年7月1日（經審核） 17,710,022,508 177,100

以配售方式發行股份（附註(i)） 516,400,000 5,164

於2020年12月31日（未經審核） 18,226,422,508 182,264



17

附註：

(i)  於2020年12月22日，本公司完成配售新股份，按配售價每股0.135港元配售516,400,000

股股份（「配售股份」），扣除開支前所籌集款項約為69,714,000港元（「配售事項」）。總
所得款項淨額中約5,164,000港元已計入股本賬內，而約63,320,000港元則計入股份溢
價賬內。相關交易成本約1,230,000港元已記入股份溢價賬內。配售事項之詳情於本公
司日期分別為2020年12月8日及2020年12月22日之公告內披露。

(ii)  於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內發行之全部股份與當時之現有股份在各方面均享有
同等地位。

17. 或然負債

球員轉會費

於2020年12月31日，根據就球員轉會與其他足球球會訂立之若干合約條款，倘符合若干特定
條件，則應付額外球員轉會費。直至2020年12月31日，可能就轉會應付而尚未計提撥備之最
高金額約76,897,000港元（相等於約7,277,000英鎊）（2020年6月30日：約59,476,000港元（相等
於約6,233,000英鎊））。

18. 報告期後事項

於2021年1月15日，本公司與Global Mineral Resources Holdings Ltd及縉盈國際有限公司訂立
認購協議，據此，本公司有條件地同意分別向Global Mineral Resources Holdings Ltd及縉盈國
際有限公司發行541,000,000股及521,576,000股新股份，認購價為每股0.13175港元，以抵銷
結欠彼等之未償還貸款合共約140,000,000港元。認購事項已於2021年1月21日完成。有關認
購事項之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分別為2021年1月15日及2021年1月21日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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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決議不宣派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2019年12月31

日止六個月：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表現及業績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收益約73,200,000港元（截至2019年12

月31日止六個月：約134,000,000港元），較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減少約
45.4%。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71,900,000港
元，而去年同期則錄得虧損約64,800,000港元。轉虧為盈主要由於截至2020年12月
31日止六個月球員轉會活動所賺取之溢利約264,400,000港元，較截至2019年12月
31日止六個月所賺取之溢利增加約148,200,000港元。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盈利約為0.41港仙，而去年同期則錄得每
股基本虧損約0.37港仙。

業務回顧及前景

本集團主要從事三項可呈報業務分部：(i)於英國經營職業足球球會；(ii)物業投資；
及(iii)提供系統服務解決方案。於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所處
之營商環境非常艱困。爆發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疫情」）導致全球經濟
放緩，規模甚大，對本集團業務造成不同程度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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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足球球會

本集團營運位於英國的伯明翰城足球球會（「BCFC」或「球會」）。BCFC之收
入來源包括(i)賽季及比賽日門票之球賽日收入；(ii)廣播收入，包括來自英格
蘭足球聯賽（「英格蘭足球聯賽」）及杯賽廣播收入之分派、來自英格蘭超級足
球聯賽之補償付款及來自媒體之收入；及(iii)商業收入，包括贊助收入、公
司款待、商品銷售、會議及活動，以及其他雜項收入。

繼以第20位完成英格蘭冠軍足球聯賽2019/20賽季後，球會繼續於2020/21賽
季在競爭激烈的冠軍聯賽組別參賽。這已是球會第10個賽季於冠軍聯賽參賽。
於本公告日期，球會於本賽季的英格蘭冠軍足球聯賽排名第21位。

自疫情爆發後，英國政府已實施公共衛生措施及多項嚴厲行動，以緩和疫情
擴散。自2020年6月起至本公告日期，所有足球賽事均須閉門作賽。BCFC之
銷售業績（尤其是球賽日收入及商業收入）因而蒙受不利影響。

伯明翰城足球學院繼續於精英球員表現計劃中維持第二組別營運，多名由學
院培訓之球員繼續成為一線球隊隊員。

(ii) 物業投資

本集團於柬埔寨金邊持有若干住宅公寓及商業物業。所有物業均已租出，為
本集團帶來穩定收入來源。於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錄
得來自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約14,100,000港元。

疫情及各國封關持續對多國（包括柬埔寨）造成影響，而柬埔寨之房地產市場
有所放緩。於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錄得投資物業公平
值變動所產生之虧損約15,800,000港元。

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之投資物業以公平值列示及金額約514,800,000港
元 （2020年6月30日：約530,600,000港元），佔本集團資產總額約42.7%（2020

年6月30日：約50.0%）。



20

(iii) 提供系統服務解決方案

本集團營運系統服務解決方案業務，主要向從事彩票及第三方支付行業之客
戶提供系統及管理支援。於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錄得
來自系統服務解決方案業務之服務收入約1,700,000港元。疫情導致全球業務
活動放緩，對該業務分部之增長造成不利影響。於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六
個月期間，本集團因收購系統服務解決方案業務而產生商譽減值虧損約
5,500,000港元。有關虧損由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收益約13,700,000港元所
抵銷。有關收益為賣方就收購業務向本集團作出於2019年7月1日至2022年6月
30日三年之溢利保證。

收購醫療服務業務

於2020年7月，本集團收購於日本之醫療服務業務。醫療服務業務主要包括於日本
提供醫療諮詢以及保健及健康轉介相關服務。客戶主要來自海外國家，於日本尋
求健康檢查、醫療診斷及治療等醫療服務。相關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7月
31日之公告內。於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期間，該業務尚未為本集團之整
體營運帶來重大收益。

出售附屬公司之權益

於2020年10月9日，本公司與東霓訂立買賣協議，內容有關出售Birmingham City 

PLC（「BCP」）已發行股本總數之21.64%、Birmingham City Stadium Ltd（「BCSL」）
已發行股本總數之25%以及於完成時轉讓BCP未償還及結欠本公司之貸款之
21.64%予東霓（「出售事項」）。東霓由本公司主要股東Vong Pech先生全資實益擁有，
因此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根據上市規則，買賣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構成本公
司之關連交易。買賣協議已於2020年12月8日獲本公司獨立股東批准，而出售事項
已於2020年12月31日完成。出售事項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11月17日之
通函以及本公司日期分別為2020年10月9日及2020年12月31日之公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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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完成後，本集團於BCP之股權由96.64%減少至75%，而本集團於BCSL之股權由
100%減少至75%，而於BCP及BCSL之非控股權益相應增加。BCP及BCSL仍是本公
司之非全資附屬公司，而彼等之財務業績及財務狀況繼續於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
表綜合處理。

展望

當下疫情揮之不去，全球經營環境仍多變而艱困。為抑制疫情擴散，多個國家繼
續採取封城措施以管制社交活動，此等措施勢必繼續打擊營商氣氛及投資者信心。

鑑於上述所有因素，全球經濟復甦步伐不明，將為本集團業務帶來艱鉅挑戰，同
時對本集團之整體業績造成影響。根據本集團目前就其主要營運地區最新疫情發
展之可得資料，董事認為，難以預測疫情之演變及其持續時間，而於本公告日期，
亦無法可靠量化或估計對本集團業務之影響程度。展望未來，管理層將繼續密切
監察相關情況，並採取一切必要且適當之措施以減少疫情對本集團之影響。管理
層將保持謹慎態度面對經濟變動，並適時調整本集團之發展及營運策略。同時，
管理層將繼續以審慎積極的態度把握商機，力求為本公司股東創造價值。

財務回顧
收益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收益約73,200,000港元（截至2019年12月
31日止六個月：約134,0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45.4%。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來自球會之收益約57,400,000港元（截至2019年12

月31日止六個月：約121,500,000港元），較2019年同期減少約52.8%，乃由於英國
疫情及封關導致球賽日收入及商業收入大幅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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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來自投資物業之收益約14,100,000港元（截至2019

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約10,700,000港元），全部來自本集團物業之租金收入。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系統服務解決方案業務之收益約1,700,000港元（截
至2019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約1,800,000港元）。

經營開支

於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期間，產生之經營開支約190,400,000港元（截至
2019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約239,3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20.4%。

經營開支減少主要由於球會之經營開支減少所致。於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六個
月期間，業務活動因英國疫情及封關而大幅減少。由於本集團於2019年9月收購系
統服務解決方案業務，併入該分部之額外經營開支抵銷整體經營開支之部分減幅。

其他收入

於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期間，其他收入約11,100,000港元，較截至2019年
12月31日止期間增加約199.3%，主要為本集團各經營單位所收取之政府補助。

出售球員註冊之溢利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出售球員註冊之溢利約264,400,000港元（截至2019

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約116,200,000港元），錄得增加主要是由於截至2020年12月
31日止六個月期間出售球員之收益增加所致。

行政及其他開支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之行政及其他開支較2019年同期減少約3.1%至約
27,700,000港元，當中主要包括折舊支出、專業費用、員工成本及辦公室開支。管
理層將繼續採取嚴謹的控制及管理措施，以將行政及其他開支維持於合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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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成本

於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產生融資成本約18,400,000港元，較
2019年同期增加約34.7%，主要由於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期間之貸款平均
結餘增加所致。

商譽減值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資產減值」之有關規定，本集團在外部估值師定期協
助下就收購附屬公司所產生之商譽進行減值評估。於進行減值評估後，本集團於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確認商譽減值虧損約5,500,000港元。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收益

衍生金融工具是指收購網梅在綫（北京）信息技術有限公司之溢利保證之公平值。
於2020年12月31日，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收益約為13,700,000港元，乃基於獨立
專業估值師事務所進行之估值得出，即保證期內保證溢利與預期回報之差額。

應付關聯方款項

於出售事項完成後，BCP未償還及結欠本公司之貸款之21.64%已轉讓予東霓。有
關貸款為免息及按要求時償還，惟BCP及╱或BCFC須於財務上有能力償還有關貸
款，而償還貸款將不會導致BCP及╱或BCFC資不抵債，有關貸款已列作應付關聯
方款項。於2020年12月31日，未償還結餘為222,600,000港元。

或然負債

除上文附註17所披露者外，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資本支出及承擔

於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產生資本支出約2,500,000港元，大
部份用於購買物業、廠房和設備。

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重大資本承擔（2020年6月30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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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財務比率

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按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計算）約為28.9%

（2020年6月30日：約16.3%），資本負債比率（按貸款總額除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權益及貸款總額計算）約為45.1%（2020年6月30日：約59.9%）。本集團之負債總額
對資產總額之比率為75.0%（2020年6月30日：約71.7%）。

財務資源

本集團一般透過內部產生的現金流、向主要股東及獨立第三方貸款、銀行貸款及
香港上市公司可參與之資本市場為其營運提供資金。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
之銀行結餘及現金約為46,100,000港元（2020年6月30日：約38,800,000港元），主要
以港元、美元、英鎊、人民幣及日圓計值。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之貸款總
額約為415,400,000港元（2020年6月30日：約487,400,000港元），當中約354,500,000

港元須於一年內償還、約51,600,000港元須於一年後但兩年內償還、約8,300,000港
元須於兩年後但五年內償還及約1,000,000港元須於五年後償還。本集團之貸款約
49.5%、45.6%、4.6%及0.3%分別以港元、英鎊、人民幣及日圓計值。所有貸款均
按固定利率計息。

管理層致力提升本集團之財政實力為未來業務發展作好準備。本集團已制定成本
控制措施以監控日常營運及行政開支。管理層密切審慎地檢討本集團之財務資源
及繼續開拓外部融資及股權融資之機遇。本公司將積極透過股本集資活動以改善
本集團之流動資金及財務狀況。本公司將密切監察市場形勢及於機會出現時及時
採取行動。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外匯風險主要關於本集團於英國、中國及日本之營運，以及其於柬埔寨
之投資，有關交易、資產及負債以英鎊、美元、人民幣及日圓為單位。本集團並
無使用衍生金融工具對沖其外匯風險。管理層將持續監察其外匯風險並於有需要
時採取適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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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質押

於2020年12月31日，BCFC之若干銀行授信額度乃以BCFC於銀行的特定銀行存款
賬戶的固定押記作為抵押。該銀行存款賬戶餘額為800,000英鎊（相等於約8,454,000

港元）（2020年6月30日：800,000英鎊（相等於約7,634,000港元））。此外，本集團銀
行貸款乃以本集團於2020年12月31日之應收其他足球球會轉會費之賬面值
18,000,000英鎊（相等於約190,215,000港元）作為抵押。

除以上所述者外，本集團並無質押其他資產以取得其貸款。

資本架構

於2020年12月22日，本公司根據一般授權完成配售516,400,000股配售股份，配售
價為每股0.135港元。配售事項及完成配售事項之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分別為
2020年12月8日及2020年12月22日之公告。

於2020年12月31日，本公司有18,226,422,508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已發行股本
（2020年6月30日：17,710,022,508股）。

所得款項用途

於2020年12月22日，本公司完成配售事項。配售事項所得款項淨額約為68,500,000

港元。本公司擬將約61,700,000港元或所得款項淨額之90.0%用作償還外部債務，
而剩下結餘約6,800,000港元或所得款項淨額之10.0%則用作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
於本公告日期，配售事項所得款項已獲悉數動用，而運用時已按本公司日期為
2020年12月8日之公告所披露之計劃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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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0年12月31日，本公司完成出售事項。出售事項所得款項淨額約為52,700,000

港元，本公司擬將當中(i)約31,700,000港元或所得款項淨額之60.0%用作償還外部
債務；(ii)約10,500,000港元或所得款項淨額之20.0%用作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及(iii)

約10,500,000港元或所得款項淨額之20.0%用作未來投資。截至本公告日期，出售
事項所得款項淨額之用途載列如下：

所得款項之
擬定用途 實際用途 尚未動用

擬定用途
之預期時間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償還外部債務 31.7 31.7 –

一般營運資金 10.5 10.5 –

未來投資 10.5 – 10.5 2021年12月31日前

總計 52.7 42.2 10.5

人力資源及薪酬政策
於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於香港、中國、英國及日本平均僱
用約320名全職僱員及約60名臨時僱員（2020年6月30日：約340名全職僱員及約470

名臨時僱員）。本集團了解幹練和具備實力僱員之重要性，乃主要參考行業慣例
及個人表現向僱員提供薪酬待遇。此外，本集團提供其他僱員福利，包括醫療保
險、培訓津貼、酌情花紅及參與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

企業管治
於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整個期間內，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
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之所有適用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作為其本身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向董事作出特定查詢
後，彼等已確認於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期間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
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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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楊志達
先生（「楊先生」）、潘治平先生及梁碧霞女士。楊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本公司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未經審核，惟審核委員會
與本公司管理層及外部核數師中匯安達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已就本公司採納之
會計政策是否合適及貫徹一致進行討論。此外，中匯安達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已根據管理層之要求就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進行
若干賬目處理及披露規定之檢查，並已就此向管理層及審核委員會作出匯報。本
公司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並已由董事會在審核委員會之建議下正式批准。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期間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
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刊發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公告載於本公司網站www.bshl.com.hk及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本公司
中期報告將於稍後載於本公司網站及聯交所網站，並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承董事會命
伯明翰體育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趙文清

香港，2021年2月26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九名董事組成，包括執行董事趙文清先生（主席）、
黃東風先生（行政總裁）、姚震港先生、蕭長庚先生及郭洪林博士；非執行董事
蘇家樂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潘治平先生、梁碧霞女士及楊志達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