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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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House (China) Enterprise Holdings Limited
易居（中國）企業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048）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告

易居（中國）企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
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併表聯屬實體（統稱「本集團」）於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
個月（「報告期間」）的未經審計綜合業績。本中期業績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本公告中，「我們」及「我們的」指本公司（定義見上文）及在文義另有所指時指本
集團（定義見上文）。

中期業績摘要

• 總收入為人民幣 6 , 2 4 7 . 9百萬元，較截至 2 0 2 0年 6月 3 0日止六個月增加
119.6%。

• 房地產代理服務交易總額（「GTV」）為人民幣2,226億元，較截至2020年6月
30日止六個月增加51.0%。

• 房地產經紀網絡服務GTV為人民幣1,001億元，較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增加131.1%。

• 期內虧損為人民幣1,562.7百萬元，而期內全面開支總額為人民幣1,562.4百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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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以及戰略發展及展望

（一） 業務回顧

2021年上半年，在「房住不炒、因城施策」和「穩地價、穩房價、穩預期」的政策
主基調下，「三線四檔」，「貸款集中度管理」和「集中供地」新政相繼出台，貸款利
率上調、限購限貸等地方性政策紛紛收緊。後疫情時代下，上半年房地產銷售超
預期，但增幅逐步收窄，行業供需兩端融資環境持續收緊，整體融資規模下降。
房地產行業的發展邏輯正發生著根本性變化，行業集中度將進一步加強。面對
複雜多變的市場環境，本公司堅持穩健的步伐，積極推動各項業務保持良好的發
展。2021年上半年，本公司整體業務規模已經恢復到疫情前正常水平，經營業績
較去年大幅提升，報告期間實現收入人民幣6,247.9百萬元，同期增長119.6%。

一手房代理業務：

報告期間，一手房代理業務成銷總面積達到18.0百萬平方米，GTV人民幣2,226億
元，同比增長51.0%。同時在一手房代理服務業務方面，我們逐漸轉向高質量發
展，聚合優質的資源及項目。

房地產經紀網絡服務業務：

2021年本公司繼續保持行業領先地位，陸續推出了友房公盤資源分享平台等一系
列產品，大力發展一二手聯動業務，並為中小微中介及經紀人賦能。2021年上半
年實現GTV人民幣1,001億元，同比增長131.1%，成銷套數67,536套，同比增長
110.2%。

房地產數據及諮詢服務：

圍繞地產大數據，本公司業務實現穩定增長。於報告期間內，本分部收入錄得人
民幣495.9百萬元，同比增長4.2%。報告期間，本公司推出了中國物業管理行業決
策諮詢系統(CPIC)。作為國內第一個基於多業態打造的物業數據庫，在已有的住
宅、資管、辦公、園區的等數據庫基礎上，打造更強大成熟的數據基礎。

數字營銷服務：

2020年11月本公司完成對樂居控股有限公司（「樂居」）控股權的收購。於報告期間
內，本分部收入保持穩健增長，錄得人民幣1,952.3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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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戰略發展及展望

本公司的戰略定位始終致力於深度紥根不動產數字化領域，打造不動產數字化第
一平台。本公司提出了「科技助力、雙核驅動」的發展戰略藍圖，構建不動產領域
數字化新基建，引領不動產領域交易和運營的數字化和智能化升級，推動全行業
的數據資產共享與應用。

針對「雙核之一」:不動產數字化營銷。本公司將打造圍繞「天貓好房」的數字化營
銷戰略，構建不動產數字化營銷線上與線下的全鏈條平台。

在數字化營銷領域，本公司具備如下獨特優勢。本公司與阿里巴巴集團
（NYSE:BABA，09988.HK）（「阿里」）將升級戰略合作，阿里將全力支持本公司
打造房地產數字化營銷和交易平台。在阿里品牌、技術、產品、運營和線上交易
經驗的賦能下，由本公司全權進行平台的建設和運營，雙方將繼續深化線上線下
房產交易、數字營銷和交易後相關服務等領域的合作，聯合升級中國房產數字化
營銷新基建。同時，樂居也將助力與阿里巴巴集團合作共同搭建線上房產交易平
台。天貓好房將傾力打造行業領先的房地產信息交易服務平台，完成線上線下數
字化全鏈路閉環交易。

針對「雙核之二」：不動產數字化服務。本公司將打造圍繞「克而瑞大數據」的數字
化服務戰略，構建不動產數字化解決方案平台生態圈。

一方面，本公司將繼續發揮克而瑞作為中國房地產大數據資產應用服務的優勢，
在業務方面繼續發揮地產大數據優勢，強化房地產大數據服務，擴大市場份額；
同時，將房地產大數據服務積極延伸應用領域，從傳統住宅向包括商辦、文旅、
長租、產業等存量資管領域拓展，以克而瑞地產、克而瑞資管、克而瑞證券、克
而瑞物管等方面，引領行業需求，創造行業價值。另一方面，本公司將在房地產
數字化服務領域進行核心升級，在產業數字化轉型和升級的浪潮下，本公司將發
揮聚焦泛不動產領域的行業優勢和技術經驗，圍繞科技為核心，為客戶提供全領
域、全鏈條、全環節的數字化解決方案，包含PAAS層中台技術、SaaS層業務應
用、BI數據智能分析等。同時，通過AI算法、區塊鏈技術，為不動產領域構建引
領性的數據資產交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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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收入

我們的收入從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845.0百萬元增加119.6%至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6,247.9百萬元。由於COVID-19疫情帶來
的影響在中國內地基本消除，本集團的營運已恢復至正常水平。此外，於2020年
11月4日完成樂居收購後，數字營銷服務的收入為人民幣1,952.3百萬元。

一手房代理服務產生的收入從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267.0百萬
元增加29.2%至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637.4百萬元，主要由於
2020年第一季度COVID-19導致業務中斷，而本公司已於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
個月恢復營運。

房地產經紀網絡服務產生的收入從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102.2
百萬元增加96.2%至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162.3百萬元。該增
加乃主要由於我們致力發展分銷業務而使GTV增加。

房地產數據及諮詢服務產生的收入從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475.7
百萬元增加4.2%至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495.9百萬元，主要由於
諮詢服務增加。

數字營銷服務的收入為人民幣1,952.3百萬元，主要由於於2020年11月4日收購樂
居。

員工成本

我們的員工成本從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183.9百萬元增加
50.7%至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783.6百萬元。員工成本佔收入
的比例從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41.6%減少至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的28.5%，主要由於營運效率提高。

宣傳及推廣開支

我們的宣傳及推廣開支從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02.6百萬元增
加1,313.8%至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450.2百萬元，主要由於本
公司於2020年11月收購樂居的控股權益後，樂居所產生的宣傳及推廣開支人民幣
1,342.2百萬元。樂居的宣傳及推廣開支主要包括用於業務擴張的針對性線上及線
下營銷成本。

租金開支

我們於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錄得人民幣50.9百萬元的租金開支，而於截
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則錄得人民幣17.0百萬元。該增加乃主要由於有關業
務擴張的租賃面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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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舊及攤銷開支

我們的折舊及攤銷開支從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65.8百萬元增加
220.1%至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10.6百萬元，主要由於收購產生
的無形資產攤銷增加以及物業及設備、投資物業的結餘增加。

面臨預期信貸損失（「預期信貸損失」）的金融資產虧損撥備（扣除撥回）

我們面臨預期信貸損失的金融資產虧損撥備（扣除撥回）從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
六個月的人民幣52.6百萬元增加3,583.8%至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
幣1,937.6百萬元，主要由於個別房地產開發商客戶的信貸質素惡化，本集團就個
別房地產開發商客戶的未償還貿易相關應收款項的預期信貸損失確認額外虧損撥
備。

終止確認按公允價值計量並計入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價值計量並計入其他全面
收益」）的應收款項產生的虧損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我們錄得終止確認按公允價值計量並計入其他全
面收益的應收款項產生的虧損人民幣5.7百萬元，而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為人民幣7.6百萬元。該成本主要自透過若干保理安排出售按公允價值計量並計入
其他全面收益的應收款項而產生。

諮詢開支

我們的諮詢開支從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79.3百萬元增加120.9%
至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75.2百萬元，主要由於我們恢復營運所
致。

分銷開支

我們的分銷開支從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968.4百萬元增加104.7%
至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982.4百萬元，主要由於我們的房地產
經紀網絡服務分部增長。我們的分銷開支增長趨勢切合我們的房地產經紀網絡服
務的收入增長。

其他經營成本

我們的其他經營成本從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98.0百萬元增加
223.4%至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316.9百萬元，主要由於本公司於
2020年11月收購樂居的控股權益後，樂居所產生的其他經營成本人民幣178.7百
萬元。

其他收入

我們的其他收入從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62.2百萬元增加至截至
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68.2百萬元，主要由於確認交易價格的融資部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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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益及虧損

我們於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錄得人民幣36.9百萬元的其他收益淨額，於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則錄得人民幣213.5百萬元的其他收益淨額。截至
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我們的其他收益淨額主要歸因於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聯交所」）出售其他上市公司股份之收益，而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我們的其他收益淨額主要歸因於來自投資若干股票的基金之未確認收入。

其他開支

我們的其他開支從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2百萬元增加至截至
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4.7百萬元。該增加乃主要由於向一間大學作出
捐贈。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我們錄得人民幣2.8百萬元的應佔聯營公司利潤，
於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則錄得人民幣6.4百萬元的應佔聯營公司利潤。截
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我們的應佔利潤主要歸因於應佔一間房地產開發商
之利潤。

融資成本

我們的融資成本從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09.1百萬元增加28.9%
至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69.6百萬元，主要由於優先票據及銀行
貸款平均結餘增加。

所得稅開支

我們的所得稅開支從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56.7百萬元減少79.9%
至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1.4百萬元，主要由於稅前利潤減少。

期內虧損╱利潤

由於上述因素，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我們的期內虧損為人民幣1,562.7
百萬元，而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則為期內利潤人民幣104.7百萬元。

期內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由於上述因素，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我們的期內全面開支總額為人民
幣1,562.4百萬元，而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則為期內全面收益總額人民幣
104.7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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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指標

為了對依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呈示的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進行補充，我們還使用
了(i)經營虧損╱利潤及經營虧損╱利潤率及(ii)稅息折舊及攤銷前虧損╱稅息折
舊及攤銷前利潤作為額外標準，僅作說明用途。我們認為，該等標準為投資者及
其他人士以與管理層相同的方式了解並評估簡明綜合財務業績方面提供有用資料。

我們對經營虧損╱利潤的定義是收入抵減經營成本的金額，該等成本包括員工成
本、宣傳及推廣開支、租金開支、折舊及攤銷開支、面臨預期信貸損失的金融資
產虧損撥備（扣除撥回）、終止確認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的虧損、終止確認
按公允價值計量並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應收款項產生的虧損、諮詢開支、分銷開
支及其他經營成本。我們對經營虧損╱利潤率的定義是該期間的經營虧損╱利潤
除以收入。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我們的經營虧損為人民幣1,665.2百萬元，而截至
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則為經營利潤人民幣269.8百萬元。截至2021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我們的經營虧損率26.7%，而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則為經營利
潤率9.5%，主要由於金融資產虧損撥備淨額所致。經營虧損╱利潤及經營虧損╱
利潤率的計算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不符，可能與其他公司的類似財務指標無法
直接比較。使用該等計量方式作為分析工具有局限性，不應將其與根據《國際財
務報告準則》所報告的其他計量方式分開考慮。

我們將稅息折舊及攤銷前虧損╱稅息折舊及攤銷前利潤定義為(i)期內虧損╱利潤，
並經調整加回(ii)融資成本(iii)折舊及攤銷開支及(iv)所得稅開支。我們使用稅息折舊
及攤銷前虧損╱稅息折舊及攤銷前利潤突出經營業績及其更接近概約現金流量。

我們的稅息折舊及攤銷前虧損於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為人民幣1,071.1
百萬元，相較於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稅息折舊及攤銷前利潤為人民幣
436.2百萬元。稅息折舊及攤銷前虧損╱稅息折舊及攤銷前利潤的計算與《國際財
務報告準則》不符，因此可能與其他公司的類似財務指標無法直接比較。使用該等
計量方式作為分析工具有局限性，不應將其與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所報告的
其他計量方式分開考慮。

我們將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核心淨虧損╱利潤定義為(i)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虧
損╱利潤，並經調整加回；(ii)易居企業（中國）集團有限公司（「易居企業（中國）
集團」）21名投資者（「21名投資者」）（21名投資者詳情及背景載於本公司日期為
2018年7月10日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歷史、重組及公司架構－公司重組－
於易居企業（中國）集團的權益的重組」一節）應佔的利潤及全面收益總額；及(iii)
本公司的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有關的基於股份的薪酬開支。

由於自2019年起，易居企業（中國）集團21名投資者應佔的利潤及全面收益總額為
零，且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的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有關
的基於股份的薪酬開支並不重大。披露該等指標預期將不會影響使用者依據財務
報表所作出的經濟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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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性及財務資源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我們主要用我們的經營所得現金、外部借款、發
行美元計值於2022年及2023年到期的優先票據所得款項以及股份認購為我們的現
金需求出資。截至2020年12月31日及2021年6月30日，我們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分別為人民幣7,515.8百萬元及人民幣6,090.9百萬元。我們通常將超額現金存入計
息銀行賬戶及往來賬戶。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我們現金的主要用途是為所需營運資本及其他經
常性開支出資，以支援我們的業務擴張及為本公告「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的重大
收購及╱或出售」一節披露於2021年4月及2021年5月的採購出資。展望未來，我
們相信，我們內部所產生的現金、外部借款、發行美元計值於2022年及2023年到
期的優先票據所得款項、股份認購以及不時從資本市場籌集的其他資金，將可共
同滿足我們的流動資金需求。

資本開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購買物業及設備以及物業及設備按金 64,947 18,332
購買有形資產 18 91

總計 64,965 18,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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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資本開支主要涉及購買物業、設備及無形資產以及資本化預付款。租賃物
業裝修（主要包括資本化裝修及保養成本）佔物業及設備購買的大部分。

資產負債表外承擔及安排

截至2021年6月30日，我們並無進行任何資產負債表外交易。

資本負債比率

截至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資本負債比率（按期末債務（所有計息銀行貸款）總
額除以權益總額計算）為66.5%，與截至2020年12月31日的64.1%相比，增加2.4
個百分點。該增加主要由於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

持有的重大投資

除「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的重大收購及╱或出售」一節所披露者外，截至2021年6
月30日，我們並無於任何其他公司的股本權益中持有任何重大投資（包括投資額
為於2021年6月30日本公司資產總值5%或以上的於被投資公司的任何投資）。

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截至2021年6月30日，我們並無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的其他計劃。

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的重大收購及╱或出售

1. 於2021年4月27日，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上海孜咏信息技術有限公司
（「上海孜咏」）（作為買方）與上海添璣投資發展有限公司（「添璣發展」）及上
海添璣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添璣管理」）（作為賣方）訂立轉讓協議（「添璣網絡
轉讓協議」），據此，上海孜咏同意向添璣發展及添璣管理收購上海添璣網絡
服務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權，代價為人民幣300,000,000元。

有關添璣網絡轉讓協議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21年4月27日
及2021年5月13日的公告。該收購於2021年5月30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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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於2021年4月28日，本公司與Alibaba Inves tment  L imi ted（「Alibaba 
Investment」）訂立收購協議，據此，本公司同意購買及促使房友信息技術
控股有限公司（「房友信息技術」）（作為受讓人）接收，而Alibaba Investment
同意出售TM Home Limited（「合資企業」）的85%股權，代價為1,860百萬港
元（「合資企業收購協議」），將通過本公司向Alibaba Investment配發及發行
248,000,000股代價股份償付。

於收購完成後，合資企業將成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其財務業績將併入
本公司賬目。

有關合資企業收購協議的進一步詳情及相關更新，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21
年4月28日、2021年5月20日、2021年7月2日及2021年8月2日的公告。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於報告期間我們並無進行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的任何重大
收購或出售。

僱員及薪酬政策

截至2021年6月30日，我們擁有18,500名全職僱員，大部分僱員位於中國。根據
我們的業務策略，我們的僱員位於上海的總部以及中國多個其他城市。

我們的成功取決於我們吸引、挽留及激勵合資格人員的能力。作為我們挽留策略
的一部分，除了基本薪資外，我們向僱員提供基於績效的現金紅利及其他激勵。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薪酬開支總額（包括基於股份的薪酬開支）為人民
幣1,783.6百萬元，同比增加50.7%。

外匯風險

我們的功能貨幣為人民幣，但若干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以美元計值的優先票據及
有條件投資基金所得款項以外幣計值，因此面臨外幣風險。我們目前並無外幣對
沖政策。我們將繼續監控外匯風險，並於必要時採取行動。

資產質押

截至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銀行借款人民幣1,522.8百萬元以銀行存款93.9百萬
美元（相當於約人民幣606.3百萬元）、灣居物業（賬面值人民幣629.9百萬元）、唐
朝大酒店（賬面值人民幣552.1百萬元）及杭州平瀾業務中心的兩個單位（賬面值人
民幣19.6百萬元）作抵押。

或有負債

截至2021年6月30日，我們並無任何重大或有負債（於2020年6月30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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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料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附註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收入 3 6,247,863 2,844,954
員工成本 (1,783,618) (1,183,902)
宣傳及推廣開支 (1,450,226) (102,577)
租金開支 (50,938) (17,006)
折舊及攤銷開支 (210,620) (65,792)
面臨預期信貸損失（「預期信貸損失」）的
 金融資產虧損撥備（扣除撥回） 12 (1,937,551) (52,596)
終止確認按公允價值計量並計入其他全面收益
 （「按公允價值計量並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
 應收款項產生的虧損 (5,651) (7,643)
諮詢開支 (175,208) (79,325)
分銷開支 (1,982,390) (968,380)
其他經營成本 (316,861) (97,974)
其他收入 5 168,231 62,192
其他收益及虧損 213,474 36,861
其他開支 (4,706) (1,239)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6,435 2,829
融資成本 (269,568) (209,054)

稅前（虧損）利潤 (1,551,334) 161,348
所得稅開支 6 (11,412) (56,690)

期內（虧損）利潤 7 (1,562,746) 104,658
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按公允價值計量並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
  應收款項公允價值變動 (1,492,650) (49,540)
 按公允價值計量並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
  應收款項預期信貸損失變動淨額 1,492,650 49,540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318 –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收益（扣除所得稅） 318 –

期內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1,562,428) 104,658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虧損）利潤：
 本公司擁有人 (1,423,344) 29,934
 非控股權益 (139,402) 74,724

(1,562,746) 104,658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423,022) 29,934
 非控股權益 (139,406) 74,724

(1,562,428) 104,658

每股（虧損）盈利 9
 －基本（人民幣分） (81.38) 2.17

 －攤薄（人民幣分） (81.38)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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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1年6月30日

附註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非流動資產
物業及設備 1,080,688 1,077,120
使用權資產 484,910 542,331
投資物業 666,423 700,996
商譽 549,223 549,223
無形資產 964,201 699,474
於聯營公司權益 75,198 300,694
應收關聯方款項 10,444 11,135
遞延稅項資產 936,457 845,467
其他非流動資產 1,220,735 594,366

5,988,279 5,320,806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10 581,347 1,066,285
其他應收款項 2,386,862 2,322,991
應收關聯方款項 159,789 293,945
按公允價值計量並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應收款項 11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5,003,481 4,813,186
 －應收關聯方款項－應收賬款 1,689,383 2,152,393
合約資產 12,661 8,628
按公允價值計量並計入損益（「按公允
 價值計量並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1,427,749 1,388,027
受限制銀行結餘 643,522 284,943
已抵押銀行存款 606,346 605,902
銀行結餘及現金 6,090,864 7,515,836

18,602,004 20,452,136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3 2,154,718 1,374,616
客戶墊款 731,569 721,827
應計薪金及福利開支 680,725 752,392
其他應付款項 1,419,471 976,912
應付股息 91,324 –
合約負債 230,786 156,368
應付稅項 1,455,112 1,396,756
應付關聯方款項 145,409 155,662
銀行借款 2,115,443 1,641,115
其他借款 1,909,028 1,952,623
租賃負債 91,842 101,842

11,025,427 9,23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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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流動資產淨額 7,576,577 11,222,023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3,564,856 16,542,829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271,952 201,058
銀行借款 571,786 580,188
其他借款 1,906,979 3,195,350
可換股票據 831,603 840,372
租賃負債 210,417 232,210

3,792,737 5,049,178

資產淨值 9,772,119 11,493,65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16 116
股份溢價 6,148,273 6,239,597
儲備 2,528,853 4,024,46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8,677,242 10,264,175
非控股權益 1,094,877 1,229,476

總權益 9,772,119 11,493,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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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及編製基準

1a. 一般資料

易居（中國）企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2010年2月22日於開曼群島根據開曼群島公
司法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股份已於2018年7月20日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的地址分別為PO Box 
309, Ugland House, Grand Cayman KY1-1104, Cayman Islands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上海靜安區廣延路383號秋實樓11樓。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且於2020年11月4日完成收購樂居控股有限公司（「樂居」）後，其附
屬公司及綜合可變權益實體（「可變權益實體」）（「樂居集團」）（統稱「本集團」）在中國向房
地產行業提供眾多服務，包括一手房代理服務、房地產數據及諮詢服務、房地產經紀網絡
服務以及數字營銷服務。

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這亦為本公司的功能貨幣。

1b. 編製基準

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按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國際會
計準則》第34號（「《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附錄16的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1c. 於本中期期間的重要事項及交易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識別出個別應收房地產開發商客戶的大量貿易相關結餘（定義見附
註2b）已逾期。本集團委聘一間獨立專業估值師事務所於報告期末對預期信貸損失進行評
估，詳情載於附註2b及12。

此外，本集團於本中期期間完成一項收購。

2. 主要會計政策及估計不確定因素之主要來源

2a. 主要會計政策

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編製，惟於各報告期末按公允價值計量的若干
金融工具除外。

除因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而導致的額外會計政
策外，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
本集團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呈列者相同。

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下列由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於2021年1月1日
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強制生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編製本集團的簡明綜
合財務報表：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與COVID-19有關的租金優惠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第7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4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16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第2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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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中期期間應用該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對本集團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的
財務狀況及表現及╱或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2b. 估計不確定因素的主要來源 

於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時，本集團管理層須就未能於其他來源取得的資產之賬面值
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估計及相關假設乃根據過往經驗及其他被認為屬相關之因
素作出。實際結果可能與該等估計有異。

本集團會持續審閱該等估計及相關假設。倘會計估計之修訂僅影響修訂估計之期
間，則有關估計修訂將於作出修訂之期間確認，或倘修訂對本期及未來期間均會構
成影響，則會於作出修訂之期間及未來期間確認。下文呈列除了於本集團截至2020
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呈列的估計不確定因素外，管理層於本中期期
間的最新估計不確定因素。

應收賬款、應收票據及應收關聯方款項－應收賬款（包括按攤銷成本及按公允價值計
量並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款項）之預期信貸損失的虧損撥備（「貿易相關結餘」）

信用評級良好的貿易相關結餘（戰略類客戶）、信用風險高企的客戶（一般風險類客
戶－信貸減值或高風險類客戶）或具有重大未償還結餘之應收款項按個別基準就預期
信貸損失作出評估，及餘下者（一般風險類客戶－非信貸減值）一併使用撥備矩陣作
出評估，並根據債務人的歷史結算模式、過往違約經驗、債務人經營所在行業的整
體經濟環境及報告日期當前情況及預測動向為依據作出估計。
 
評估貿易相關結餘的信貸風險涉及較大程度的估計及不確定因素。當實際未來現金
流量超過預期時，預期信貸損失的虧損準備可能產生重大撥回。然而，當實際未來
現金流量低於預期時，預期信貸損失可能產生重大減值虧損，客戶的信貸風險可能
被評估為信貸減值，並可能進一步影響收入確認及╱或計量，導致收入金額大幅減
少。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識別出應收若干房地產開發商客戶的大量貿易相關結餘已逾
期。根據現時可得的事實及情況，若干房地產開發商客戶的信貸風險於報告期末被
評估為顯著增加。

儘管若干房地產開發商客戶於2021年6月30日的信貸風險已被評估為顯著增加，並且
在本中期期間已確認大量預期信貸損失，但近期倘若干房地產開發商客戶發生任何
一項或多項可能對貿易相關結餘的估計未來現金流量產生不利影響的事件，則其各
自未償還貿易相關結餘可能會導致在未來相應時間將於損益中確認大量額外預期信
貸損失。此外，倘本集團繼續向若干房地產開發商客戶提供未來服務，則評估本集
團收取代價的可能性時可能出現重大不確定性，亦可能影響收入確認及╱或計量。

本集團委聘一間獨立專業估值師事務所，於各報告期末或在影響其客戶信貸質素的
情況發生重大變化時，持續對預期信貸損失進行評估。

於2021年6月30日，於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根據由獨立專業估值師事務所編製
的估值結果，本集團按公允價值計量並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應收款項之公允價值為
人民幣6,692,864,000元（計入預期信貸損失人民幣2,478,858,000元）（2020年12月31
日：人民幣6,965,579,000元，計入預期信貸損失人民幣986,208,000元）（如附註11所
披露），而本集團應收賬款、應收票據及應收關聯方款項－按攤銷成本計量的應收賬
款的賬面值為人民幣668,631,000元（扣除預期信貸損失虧損撥備人民幣345,509,000
元）（2020年12月31日：人民幣1,326,276,000元，扣除預期信貸損失虧損撥備人民幣
16,46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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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

本集團的收入來自(1)一手房代理服務，(2)房地產數據及諮詢服務，(3)房地產經紀網絡服
務，及(4)數字營銷（定義見附註4）服務。這與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就各運營及
呈報分部所披露的收入資料一致：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6月30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一手房代理服務，在某一時點確認 1,637,360 1,267,049
房地產數據及諮詢服務
 －在某一時點確認的諮詢服務 397,004 382,328
 －在某一時段確認的數據服務 98,874 93,335

495,878 475,663
房地產經紀網絡服務
 －在某一時點確認的一手聯動業務 2,148,996 1,095,254
 －在某一時點確認的其他服務 13,302 6,988

2,162,298 1,102,242
數字營銷服務：
 －在某一時點確認的電子商務 1,502,098 –
 －按總額基準在某一時段確認的網上廣告服務 445,883 –
 －按淨額基準在某一時段確認的網上廣告服務 1,730 –
 －在某一時段確認的掛牌服務 2,616 –

1,952,327 –

6,247,863 2,844,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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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

以下按運營及呈報分部分析本集團收入及業績：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計）

一手房
代理服務

房地產數據
及諮詢服務

房地產經紀
網絡服務 數字營銷 對銷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收入
外部銷售額 1,637,360 495,878 2,162,298 1,952,327 – 6,247,863
分部內銷售額 22,050 22,704 61,529 149 (106,432) –

總計 1,659,410 518,582 2,223,827 1,952,476 (106,432) 6,247,863

分部（虧損）利潤 (1,117,357) 59,095 (12,447) (323,519) – (1,394,228)

未分配開支 (110,453)
未分配匯兌收益淨額 2,453
按公允價值計量並計入損益的金融
 資產的未分配公允價值收益淨額 167,696
可換股票據的公允價值收益 23,120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6,435
銀行利息收入 34,510
融資成本 (269,568)
以股權結算的股份付款開支 (11,299)

稅前虧損 (1,551,334)



18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計）

一手房
代理服務

房地產數據
及諮詢服務

房地產經紀
網絡服務 對銷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外部銷售額 1,267,049 475,663 1,102,242 – 2,844,954
分部內銷售額 3,312 82 29,501 (32,895) –

總計 1,270,361 475,745 1,131,743 (32,895) 2,844,954

分部利潤 248,184 94,343 37,509 – 380,036

未分配開支 (20,683)
未分配匯兌虧損淨額 (360)
按公允價值計量並計入損益的金融
 資產的未分配公允價值收益淨額 23,001
按公允價值計量並計入損益的金融
 負債的未分配公允價值收益 2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2,829
銀行利息收入 24,157
融資成本 (209,054)
以股權結算的股份付款開支 (38,580)

稅前利潤 161,348

附註：

樂居集團主要從事電子商務業務、網上廣告服務及掛牌服務（統稱為「數字營銷」）。樂居
集團以單一數字營銷分部營運及管理其業務。

運營分部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呈列的本集
團的會計政策相同。分部利潤為各分部的所得利潤，並未分配未分配開支、未分配匯兌收
益淨額、按公允價值計量並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的未分配公允價值（虧損）收益淨額、可
換股票據的公允價值收益、應佔聯營公司業績、利息收入、融資成本及以股權結算的股
份付款開支。此乃出於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的目的而向主要經營決策者（「主要經營決策
者」）匯報的計量標準。

並無提供分部資產及負債資料，因為本集團並未定期向主要經營決策者提供該等資料用於
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決策。

營運季節性

本集團的一手房代理服務於財政年度下半年錄得更高的收入，乃由於物業開發商的營銷及
推廣活動大多集中於下半年。因此，一手房代理服務的收入於財政年度上半年通常較低。
於財政年度下半年，本集團將季節性的影響納入其銷售計劃，全力與房地產開發商合作以
制定相應的營銷計劃並準備充足的營銷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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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6月30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銀行及其他利息收入 117,098 24,157
政府補助（附註） 42,495 36,746
其他 8,638 1,289

168,231 62,192

附註：

該金額為就企業發展支持、財政補貼及各種稅收優惠而自不同中國政府部門收取的政府補
助，有關中國政府部門並未施加任何條件。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於中國確認COVID-19相關政府補助人民幣428,000元（2020年：人
民幣2,266,000元）。

6. 所得稅開支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6月30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即期稅項 133,982 97,368
 先前年度超額撥備 (16,549) (9,189)

117,433 88,179

遞延稅項抵免 (106,021) (31,489)

11,412 56,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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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期內（虧損）利潤

期內（虧損）利潤及全面（開支）收益總額乃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計算得出：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6月30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物業及設備折舊 42,988 9,948
使用權資產折舊 81,366 52,231
投資物業折舊 18,547 577
無形資產攤銷 67,719 3,036

折舊及攤銷總額 210,620 65,792

計入其他收益及虧損的金額
 可換股票據的公允價值收益 (23,120) –
 按公允價值計量並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收益淨額 (186,805) (36,255)
 按公允價值計量並計入損益的其他金融負債的公允價值收益 – (2)
 註銷附屬公司的收益 (92) –
 註銷及出售於聯營公司權益的虧損 79 –
 匯兌收益淨額 (2,639) (471)
 出售物業及設備的收益淨額 (165) (73)
 出售投資物業（收益）虧損淨額 (485) 29
 終止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之收益淨額 (247) (89)

(213,474) (36,861)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根據中國有關主管部門發佈的通知表示，本集團若干境內
附屬公司已獲取全部或部分豁免承擔多項社會保險（包括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
等），總額為人民幣73,123,000元。

8. 股息

於本中期期間，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人民幣5.22分（2020
年：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人民幣15.48分）已宣派及派付予本公司擁有人。於本中
期期間宣派及派付的末期股息總額為人民幣91,324,000元（2020年：人民幣214,456,000
元）。

本公司董事已決定不就截至2020年及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宣派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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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虧損）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6月30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虧損）盈利：
 就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而言，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期內（虧損）利潤 (1,423,344) 29,934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6月30日
千股 千股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股份數目：
就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而言，普通股的
 加權平均數目 1,749,060 1,385,439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股份加權平均數經扣除本公司持有的庫存股份後計算得
出。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計算每股攤簿虧損並未納入潛在普通股，因將其納入可能
產生反攤薄影響。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每股攤薄盈利的計算並無假設本公司所有尚未行使購股權
獲行使，原因是該等購股權的固有價值（即於授出購股權當日未確認的以股份為基礎的付
款開支另加每股股份的行使價）高於股份於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期間的平均市價。

10.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於2021年
6月30日

於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按攤銷成本計量的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845,175 1,082,096
減：按攤銷成本計量的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的虧損撥備 (263,828) (15,811)

按攤銷成本計量的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總額 581,347 1,066,285

於符合有關協議的條款及條件並開具有關發票後，本集團允許其所有客戶享有90日的信貸
期。

以下為應收賬款（扣除虧損撥備，按於報告期末提供服務的日期（該日期與各收入確認日
期相近）呈列）的賬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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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1年
6月30日

於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1年以內 251,482 282,083
1至2年 18,785 25,114
2年以上 33,884 32,624

304,151 339,821

以下為應收票據（扣除虧損撥備，按於報告期末應收票據的剩餘到期日期呈列）的到期日
分析。

於2021年
6月30日

於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180日以內 169,067 482,636
181至365日 108,129 243,828

277,196 726,464

於2021年6月30日，納入本集團應收票據的賬面值為人民幣160,138,000元（2020年12月31
日：人民幣723,831,000元）的票據為關聯方發行的商業票據。於2021年6月30日，賬面值
為人民幣43,485,000元（2020年12月31日：無）的應收票據已逾期。

11. 按公允價值計量並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應收款項

於2021年
6月30日

於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按公允價值計量並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應收款項包括：
 －應收賬款 4,440,477 3,266,798
 －應收票據（附註） 563,004 1,546,388
 －應收關聯方款項－應收賬款 1,689,383 2,152,393

6,692,864 6,965,579

附註：

於2021年6月30日，納入本集團應收票據的公允價值為人民幣505,493,000元（2020年12月
31日：人民幣1,383,122,000元）的票據為關聯方發行的商業票據。

於2021年6月30日，應收賬款、應收票據及應收關聯方款項－應收賬款的合約總額分別為
人民幣5,439,128,000元、人民幣1,020,034,000元及人民幣2,712,560,000元（2020年12月31
日：人民幣4,121,568,000元、人民幣1,550,511,000元及人民幣2,279,708,000元）。公允價
值與合約總額之間的差額主要是由於預期信貸損失的影響。應收賬款、應收票據及應收關
聯方款項－應收賬款計入預期信貸損失的公允價值分別為人民幣998,651,000元、人民幣
457,030,000元及人民幣1,023,177,000元（2020年12月31日：人民幣854,770,000元、人民
幣4,123,000元及人民幣127,31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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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符合有關協議的條款及條件並開具有關發票後，本集團允許其所有客戶享有30日的信貸
期。

以下為本集團按公允價值計量並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應收賬款之公允價值（包括應收獨立
第三方及關聯方款項）（根據報告期末提供服務的日期或更高佣金的一手房代理服務銷售目
標達成日期（該日期與各收入確認日期相近）呈列）的賬齡分析：

於2021年
6月30日

於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1年以內 4,657,500 3,879,474
1至2年 1,318,547 1,372,090
2年以上 153,813 167,627

6,129,860 5,419,191

以下為本集團按公允價值計量並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應收票據之公允價值（包括獨立第三
方及關聯方）（按於報告期末應收票據的剩餘到期日期呈列）的到期日分析。

於2021年
6月30日

於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逾期 209,488 –
180日以內 318,848 1,054,697
181至365日 34,668 491,691

563,004 1,546,388

12. 面臨預期信貸損失的金融資產虧損撥備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6月30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以下各項的虧損撥備準備：
 按公允價值計量並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應收款項 1,492,650 49,540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249,236 –
 應收關聯方貿易性質款項 81,030 –
 應收關聯方非貿易性質款項 975 –
 合約資產 209 –
 其他應收款項及其他非流動資產 113,451 3,056

面臨預期信貸損失的金融資產虧損撥備總額（扣除撥回） 1,937,551 52,596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輸入值及假設及估計技巧的釐
定基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遵循者相同，惟於
附註2b所披露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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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付賬款

於2021年
6月30日

於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應付賬款 2,154,718 1,374,616

以下為本集團於各報告期末按獲得服務日期呈列的應付賬款賬齡分析：

於2021年
6月30日

於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1年以內 2,117,525 1,340,224
1至2年 37,193 34,392

2,154,718 1,374,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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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後事項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完結後並無可能影響本集團
的其他重大事項。

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本公司致力於維持及執行嚴格的企業管治。本公司企業管治的原則是推行有效的
內部控制措施並提高董事會對全體股東的透明度及問責性。

於報告期間，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
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企業管治守則》」）的所有
守則條文。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用《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
則》（「《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本公司證券交易的操守準則。經向本公司全體
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所有董事確認彼等於報告期間一直嚴格遵守《標準守則》所
載的規定標準。

審計委員會

本公司已遵照《上市規則》第3.21條及《企業管治守則》成立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
會」）。審計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審閱及監督本集團的財務報告流程及內部管控系
統（包括風險管理）、審閱及批准關連交易及向董事會提供建議及意見。審計委員
會由三名成員組成，即張磅先生、李勁先生及王力群先生。張磅先生為審計委員
會主席。

審計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計中期業績，亦
與高級管理層成員及本公司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核數師」）討論有關
本公司所採用會計政策及實務的事項及內部控制。

核數師已按照國際審計與鑑證準則理事會頒佈之國際審閱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
的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審閱本公司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
未經審計綜合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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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董事委員會

除審計委員會外，本公司亦成立提名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1. 於2021年6月2日，本公司及本公司非中國附屬公司與中銀國際亞洲有限公
司、瑞士信貸（香港）有限公司、Citigroup Global Markets Limited、Merrill 
Lynch (Asia Pacific) Limited、中達證券投資有限公司、中國國際金融香港證
券有限公司、克而瑞證券有限公司、山高國際證券有限公司、Deutsche Bank 
AG香港分行、海通國際證券有限公司、東方證券（香港）有限公司、UBS AG
香港分行、華盛資本證券有限公司及萬盛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均為最初買家）
訂立購買協議，內容有關額外發行100百萬美元於2023年到期的7.60%優先票
據（將與於2020年12月10日發行之200百萬美元於2023年到期的7.60%優先票
據合併及構成單一系列）（「額外票據發行」）。

有關額外票據發行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21年6月3日及2021
年6月11日的公告以及本公司於2021年6月15日刊發的發售備忘錄。

2. 於2021年4月28日，本公司訂立以下股份認購協議（統稱「股份認購協議」），
包括：

(a) 一項與淘寶中國控股有限公司（「淘寶中國」）訂立的認購協議，據此，淘
寶中國有條件同意認購，而本公司有條件同意以每股認購股份7.50港元
的認購價配發及發行合共132,000,000股認購股份，總認購額為990百萬
港元；

(b) 一項與易居（中國）控股有限公司（「周氏附屬公司」）訂立的認購協議，據
此，周氏附屬公司有條件同意認購，而本公司有條件同意以每股認購股
份7.50港元的認購價配發及發行合共133,333,333股認購股份，總認購額
約為1,000百萬港元；及

(c) 一項與YF Ehouse Limited（「雲鋒」）訂立的認購協議，據此，雲鋒有條件
同意認購，而本公司有條件同意以每股認購股份7.50港元的認購價配發
及發行合共66,666,667股認購股份，總認購額約為500百萬港元。

有關股份認購協議的進一步詳情及相關更新，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21年4
月28日、2021年5月20日、2021年7月2日及2021年8月2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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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誠如本公告「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的重大收購及╱或出售」一節所披露，
於2021年4月28日，本公司與Alibaba Investment訂立合資企業收購協議，
代價為1,860百萬港元，將通過本公司向Alibaba Investment配發及發行
248,000,000股代價股份償付。

有關發行及配發代價股份的進一步詳情及相關更新，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
2021年4月28日、2021年5月20日、2021年7月2日及2021年8月2日的公告。

除上述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報告期間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
於聯交所上市的任何證券。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付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

所得款項的用途

1. 發行美元計值於2022年到期的優先票據所得款項的用途

於2019年10月10日及2020年8月7日，本公司與多家金融機構分別就發行本
金額為200百萬美元及100百萬美元、於2022年到期以美元計值之優先票據訂
立購買協議。

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已動用約人民幣1,309.1百萬元，用於一般公司用
途及現有債務再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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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文所述的已使用所得款項均按照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10月8日及2020年8
月7日之公告（「2022年票據公告」）所載之用途使用。先前於2022年票據公告
中披露的所得款項淨額擬定用途概無變動。所得款項淨額的餘額（約99.6百萬
美元，相當於人民幣648.4百萬元）已存入銀行。本集團將按照2022年票據公
告所載方式逐步使用餘下所得款項淨額。本公司可因應市況變動調整其發展
計劃，並相應重新分配所得款項用途。

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10月8日、2019年10月10日、
2020年8月7日及2020年8月14日的公告。

2. 認購事項所得款項的用途

於2020年7月31日，本公司與淘寶中國訂立股份認購協議，據此，淘寶中國
有條件同意認購，而本公司有條件同意以每股認購股份7.00港元的認購價配
發及發行合共118,300,000股認購股份，總認購額為828,100,000港元。

認購事項的所得款項總額為828,100,000港元。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已
動用166.9百萬港元，用於一般公司用途。本公司擬將認購事項所得款項淨
額（已扣減與認購事項有關的法律、專業及其他成本及開支）用作本集團的一
般營運資金及擴大現有業務，或用於董事不時認為適當的其他用途。為免存
疑，所得款項不可用於預付本集團任何本金額超過人民幣10百萬元的債務、
借款或債項。

本公司預期在兩年內悉數動用所有所得款項。

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7月31日的公告。

3. 發行可換股票據所得款項的用途

於2020年7月31日，本公司與阿里巴巴香港有限公司（「阿里巴巴票據持有
人」）訂立認購協議，據此，阿里巴巴票據持有人有條件同意認購本金額為
1,031,900,000港元的可換股票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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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據發行的所得款項總額為1,031,900,000港元。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
已動用207.9百萬港元，用於一般公司用途。本公司擬將票據發行所得款項淨
額（已扣減與票據發行有關的法律、專業及其他成本及開支）用作本集團的一
般營運資金及擴大現有業務，或用於董事不時認為適當的其他用途。為免存
疑，所得款項不可用於預付本集團任何本金額超過人民幣10百萬元的債務、
借款或債項。

本公司預期在兩年內悉數動用所有所得款項。

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7月31日的公告。

4. 發行美元計值於2023年到期的優先票據所得款項的用途

於2020年12月3日及2021年6月2日，本公司、房友信息技術及香港房友軟件
技術有限公司與多家金融機構分別就發行本金額為200百萬美元及100百萬美
元、於2023年到期以美元計值之票據（「2023年票據」）訂立購買協議。

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已動用約人民幣1,306.3百萬元，用於現有債務再
融資。

如上文所述的已使用所得款項均按照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12月3日及2021年6
月2日之公告（「2023年票據公告」）所載之用途使用。先前於2023年票據公告
中披露的所得款項淨額擬定用途概無變動。所得款項淨額的餘額（約100.0百
萬美元，相當於人民幣651.2百萬元）已存入銀行。本集團將按照2023年票據
公告所載方式逐步使用餘下所得款項淨額。本公司可因應市況變動調整其發
展計劃，並相應重新分配所得款項用途。

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12月3日、2020年12月11日、
2021年6月3日及2021年6月11日的公告以及本公司於2020年12月11日及2021
年6月15日刊發的發售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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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告已於聯交所網站 ( w w w . h k e x n e w s . h k )及本公司網站 
(www.ehousechina.com )刊發。本集團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2021年中期
報告將於前述的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刊發，並將於適當時候向本公司的股東寄發。

承董事會命
易居（中國）企業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周忻

香港，2021年8月31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主席兼執行董事周忻先生；執行董事黃燦浩先
生、程立瀾博士及丁祖昱博士；非執行董事李思龍先生、張海先生、謝梅女士及
黃浩俊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張磅先生、朱洪超先生、王力群先生及李勁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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