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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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之
全年業績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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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稱為「本集團」）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比
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

2021年 2020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4 165,023 231,529
經營開支 (427,136) (449,872)

經營虧損 (262,113) (218,343)
利息收益 17,896 7,803
其他收入 6 16,321 14,649
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 7 (3,713) (19,447)
出售球員註冊之溢利 276,854 115,543
無形資產攤銷 (76,854) (84,331)
行政及其他開支 (50,134) (54,370)
融資成本 8 (30,675) (33,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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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2020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虧損 (112,418) (271,683)
所得稅抵免 9 589 5,199

本年度虧損 10 (111,829) (266,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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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53 (11,557)
出售附屬公司後由匯兌儲備重新分類至損益 19(a) 8,378 –

20,231 (11,557)

本年度全面開支總額 (91,598) (278,041)

應佔本年度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74,232) (260,484)
非控股權益 (37,597) (6,000)

(111,829) (266,484)

應佔本年度全面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42,789) (272,955)
非控股權益 (48,809) (5,086)

(91,598) (278,04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基本（港仙） 12 (0.40) (1.47)

－攤薄（港仙） 12 (0.40)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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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1年6月30日

2021年 2020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2,516 171,065
使用權資產 86,943 24,219
無形資產 140,983 164,435
商譽 – 6,522

投資物業 13  481,962 530,634
衍生金融工具 – 5,483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53,750 47,146

非流動資產總額 796,154 949,504

流動資產
存貨 378 856
應收貿易賬款 14 13,804 5,347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221,670 66,864
合約資產 – 140

已抵押銀行存款 8,600 7,634
銀行結餘及現金 36,155 31,170

流動資產總額 280,607 112,011

流動負債
應付轉會費 17,266 28,496
應付貿易賬款 15 10,104 16,420
應計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75,455 143,620
應付關連方款項 16 213,359 –
遞延資本撥款 – 544
合約負債 35,326 6,671
貸款 17 184,435 482,621
租賃負債 11,686 7,093

流動負債總額 547,631 685,465

流動負債淨額 (267,024) (573,454)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529,130 376,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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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2020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應付轉會費 19,888 –
應計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 15,088
遞延資本撥款 – 12,860
貸款 17 109,325 4,821
租賃負債 92,526 22,260
遞延稅項負債 2,577 20,792

非流動負債總額 224,316 75,821

資產淨額 304,814 300,22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8 192,890 177,100
儲備 342,411 149,64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535,301 326,747
非控股權益 (230,487) (26,518)

權益總額 304,814 300,229



5

附註：

1. 編製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之規定而編製。此外，本綜合財務報表亦載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及香港法例第622章香港《公司條例》規定之適用披露。除
投資物業及若干金融工具按公平值計量外，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本集團各實體之財務報表內項目均以該實體業務所在主要經濟環境通行之貨幣（「功能貨幣」）
計量。本公司之功能貨幣為港元（「港元」）。由於本公司在香港上市，故綜合財務報表乃以
港元呈列，以方便綜合財務報表讀者閱覽。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呈報，並（除另有說明者外）
已約整至最接近之千位數（千港元）。

2. 主要會計政策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本集團產生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74,232,000港元，而於2021

年6月30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淨額約為267,024,000港元。該等狀況顯示存在重大不明朗因
素或會對本集團能否繼續持續經營之能力構成重大疑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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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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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向一名第三方
貸款人取得貸款融資總額約12,01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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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就上述融資之貸款賬面總值約為57,607,000港元。於2021年6月30

日，本集團有未提取可動用貸款融資約504,403,000港元。

因此，董事認為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綜合財務報表實屬恰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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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與其營運相關及於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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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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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及過往年度呈報之金額發生重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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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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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稅項。本集團之年內收益分析載列如下：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分類：
於某一時間點確認
商業收入 10,629 34,399

球賽日收入 – 21,547

保健及醫療相關業務 5,917 –

16,546 55,946

於一段時間內確認
商業收入 16,013 14,406

廣播 97,342 86,895

球賽日收入 – 24,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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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3 2,323

116,858 127,822

與客戶合約之收益 133,404 183,768

其他來源之收益
商業收入 3,440 22,950

租金收入 28,179 24,811

31,619 47,761

165,023 23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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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客戶合約之收益：

(i) 球賽日收入 － 球賽門票之球賽日收入於舉行球賽時確認。

－ 銷售賽季門票之球賽日收入按年確認。

(ii) 廣播 － 電視及廣播收入於合約期間確認。

(iii) 商業收入 － 店舖銷售、餐飲及推廣計劃銷售於產品控制權已轉移
或於提供服務時確認。

－ 特許權使用費、廣告及贊助於合約期間確認。

(iv) 系統服務解決方案 － 彩票系統及在線付款系統服務解決方案於合約期間確認。

(v) 保健及醫療相關業務 － 保健及醫療相關業務於產品控制權已轉移或於提供服
務時確認。

根據本公司與一名獨立第三方所訂立日期為2021年6月4日之買賣協議，本公司已出售其於
Power Super Limited（「Power Super」）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Power Super集團」）之所有權益，
以及Power Super未償還及結欠本公司之貸款總額，總代價約為4,600,000港元。於2021年6月
18日完成出售Power Super後，董事會決定於2021年6月終止提供系統服務解決方案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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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分部及評估其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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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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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本集團擁有四個（2020年：三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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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提供系統服務解決方案；及

(iv) 保健及醫療相關業務。

分部收益及業績

以下為本集團按可呈報經營分部劃分之收益及業績分析：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

足球球會 物業投資
系統服務
解決方案

保健及醫療
相關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對外銷售 127,424 28,179 3,503 5,917 165,023

業績
分部業績 4,836 (24,249) 10,004 (4,016) (13,425)

利息收益 13
其他收入 792
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 (36,174)
企業費用 (44,525)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支出 (2,315)
融資成本 (16,784)

除稅前虧損 (112,418)
所得稅抵免 589

本年度虧損 (11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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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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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收益
對外銷售 204,395 24,811 2,323 231,529

業績
分部業績 (186,519) (514) (8,461) (195,494)

利息收益 16

其他收入 232

企業費用 (46,099)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支出 (2,761)

融資成本 (27,577)

除稅前虧損 (271,683)

所得稅抵免 5,199

本年度虧損 (266,484)

分部業績為各分部在未分配若干利息收益、其他收入、其他收益及虧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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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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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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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英國
與客戶合約之收益：
於某一時間點確認 10,629 55,946

於一段時間內確認 113,355 125,499

其他來源之收益 3,440 22,950

127,424 204,395

柬埔寨王國（「柬埔寨」）
與客戶合約之收益：
於一段時間內確認 3,503 2,323

其他來源之收益 28,179 24,811

31,682 27,134

日本
與客戶合約之收益：
於某一時間點確認 5,917 –

5,917 –

165,023 231,529

(ii) 非流動資產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3,458 17,679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94 30,292

柬埔寨 481,962 530,634

英國 310,317 370,899

日本 323 –

796,154 949,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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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收入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自英格蘭超級足球聯賽獲得之補助金（附註(i)） 7,620 7,116

董事袍金撥備之撥回 4 199

政府補助（附註(ii)） 8,075 6,741

雜項收入 622 593

16,321 14,649

附註： 

(i) 於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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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20,000港元（2020

年：約7,116,000港元）。

(ii) 該等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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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該等補助金為無條件及酌情授予本集團。

7. 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無形資產之減值虧損 (812) (393)

商譽之減值虧損 (5,600) (2,212)

使用權資產之減值虧損 (10,049) –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48,672) (22,386)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收益 14,017 5,544

終止租賃協議之收益 3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2 –

撇銷固定資產 (10) –

議價收購附屬公司之收益 15 –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附註19） 74,223 –

以股本工具抵銷金融負債之虧損（附註(i)） (26,830) –

(3,713) (19,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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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i) 於2021年1月21日，本公司與Global Mineral Resources Holdings Ltd（「Global Mineral」）
及縉盈國際有限公司（「縉盈」）訂立之兩份股份認購協議（「該等認購協議」）已告完成。
根據該等認購協議，Global Mineral及縉盈同意（其中包括）將本公司應付各方貸款之
未償還本金及利息合共約140,000,000港元用作認購新股份之認購款項。合共
1,062,576,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已按每股0.13175港元之認購價發行予
Global Mineral及縉盈，以償還貸款及應計利息。該等股份於2021年1月21日之公平值
為每股0.157港元。代價淨額合共約為166,673,000港元，其中約10,626,000港元計入股
本；約156,047,000港元計入股份溢價。約26,830,000港元已於損益中確認為以股本工
具抵銷金融負債之虧損。

8. 融資成本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下各項之利息開支：
－其他貸款 16,437 27,381

－銀行貸款 6,508 –

－來自The Football League Limited（「Football League」） 
之免息貸款產生之估算利息 695 –

－應付轉會費之名義利息 3,465 3,714

－租賃負債 3,570 2,092

30,675 33,187

9. 所得稅抵免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內之所得稅抵免指：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遞延稅項：
－本年度 589 5,199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2021年及2020年6月30日止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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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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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英國之附屬公司須繳付英國企業稅（「企業稅」）。企業稅按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年
度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9%（2020年：19%）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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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之附
屬公司於截至2021年及2020年6月30日止年度並無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其他司法
權區之利得稅作出撥備。

10. 本年度虧損

本年度虧損經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達致：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之酬金）：
－工資及薪金（不包括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支出） 328,915 318,312

－退休福利計劃之供款 38,621 34,162

 367,536 352,474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支出：
－董事 1,002 1,214

－僱員 1,313 1,547

 2,315 2,761

員工成本總額 369,851 355,235

核數師酬金 1,394 1,375

無形資產攤銷 76,854 84,33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1,389 15,875

使用權資產折舊 9,807 4,710

訴訟索償和解 – 510

短期租賃相關開支 4,127 5,446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576 15,452

使用權資產之減值虧損 10,049 –

商譽之減值虧損 5,600 2,212

應收貿易賬款之減值虧損，淨額 41 2,878

其他應收款項（減值虧損之撥回）╱減值虧損，淨額 (1,676) 1,577

無形資產之減值虧損 812 393

外匯虧損╱（收益），淨額 31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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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息

截至2021年及2020年6月30日止年度並無派付或擬派股息，自報告期末後概無擬派任何股息。

1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

每股虧損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虧損除以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74,232) (260,484)

2021年 2020年

股份數目：
計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8,448,946,168 17,710,022,508

每股攤薄虧損

截至2021年及2020年6月30日止年度，由於行使購股權將減少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且具有反攤薄影響，因此於計算每股攤薄虧損時並無假設購股權獲行使。

13. 投資物業

本集團投資物業於2021年6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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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所產生之虧損約48,672,000港元已於損益確認（2020年：約22,386,000港
元）。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投資物業按公平值約481,962,000港元（ 2020年：約
530,634,000港元）列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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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應收貿易賬款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16,579 8,227

減：已確認減值虧損 (2,775) (2,880)

13,804 5,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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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6,237 96

31日至90日 5,176 2

91日至180日 2,160 1,185

181日至365日 231 4,064

13,804 5,347

(ii) 本集團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項下之簡化方法就預期信貸虧損作出撥備，對所
有應收貿易賬款採用全期預期虧損撥備。為計量預期信貸虧損，應收貿易賬款已根據
共同信貸風險特徵及逾期日數分類。預期信貸虧損亦包含前瞻性資料。

即期
逾期

少於90日
逾期

超過90日 總計

於2021年6月30日
加權平均預期虧損率 – 0.0% 92.3%
應收款額（千港元） 11,413 2,160 3,006 16,579
虧損撥備（千港元） – – 2,775 2,775

於2020年6月30日
加權平均預期虧損率 – 1.7% 41.3%

應收款額（千港元） 98 1,205 6,924 8,227

虧損撥備（千港元） – 20 2,860 2,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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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應付貿易賬款

應付貿易賬款按發票日期劃分之賬齡分析如下：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3,188 4,169

31日至90日 3,966 1,769

91日至180日 1,212 5,857

181日至365日 1,738 4,625

10,104 16,420

本集團之應付貿易賬款一般獲供應商給予平均90日之信貸期（2020年：90日）。

16. 應付關聯方款項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關聯方款項 213,359 –

於2021年6月30日，賬面值約213,359,000港元為應付本公司主要股東之附屬公司東霓之款項。
該等結餘以英鎊計值，為無擔保、免息且並無固定還款期。

17. 貸款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有抵押（附註(i)） 154,229 –

其他貸款－無抵押：
－來自Football League之貸款（附註(ii)） 80,460 5,571

－來自主要股東之貸款（附註(iii)） 49,200 66,197

－來自第三方之貸款（附註(iv)） 9,672 415,497

－其他貸款 199 177

293,760 487,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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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貸款 其他貸款 總計 其他貸款
2021年 2021年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應償還期限之賬面值：*

－應要求或一年內 103,992 80,443 184,435 482,621

－一年至兩年 50,237  29,943 80,180 2,785

－兩年至五年 – 28,946 28,946 1,859

－五年以上 – 199 199 177

154,229 139,531 293,760 487,442

減：流動負債所列於一年內到期之款項 (103,992)  (80,443) (184,435) (482,621)

列作非流動負債之金額 50,237  59,088 109,325 4,821

* 應償還之金額乃根據貸款協議所訂明之預定還款日期計算。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賬面值以下列貨幣計值：
港元 49,200 473,905

英鎊 234,888 5,748

人民幣 8,407 7,789

日圓 1,265 –

293,760 487,442

2021年 2020年

實際年利率：
港元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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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期間，本集團已取得新的銀行貸款約186,10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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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之貸款約154,229,000港元（相等於約14,347,000英鎊）為有抵
押銀行貸款。

(ii) 於2021年3月29日，Birmingham City Football Club（「BCFC」或「球會」）與Football League

訂立貸款協議，據此，Football League將提供最多約89,548,000港元（相等於8,330,000

英鎊）之貸款（「2021年足球貸款」）。於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期間，本集團貸款中
約78,357,000港元（相等於約7,289,000英鎊）乃來自2021年足球貸款，其用作BCFC於英
國之經營開支。該貸款為無抵押及免息，根據貸款協議，BCFC同意於2021年8月至
2024年1月期間按六期以等額現金償還2021年足球貸款。2021年足球貸款之公平值乃
按實際利率5.0%估算估計未來現金流之現值而計算所得。於2021年6月30日，2021年足
球貸款之公平值約為74,182,000港元（相等於約6,901,000英鎊）。於2021年6月30日，本
集團貸款中約80,460,000港元（相等於約7,485,000英鎊）為Football League所提供之貸款。

(iii) 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貸款中約49,200,000港元為本公司主要股東Trillion Trophy所
提供之循環貸款融資。該筆貸款為無抵押及按固定年利率4.5%計息。

(iv) 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貸款中約9,672,000港元乃由外部貸款人提供。該等貸款為無
抵押及按介乎0.46%至5.0%之固定年利率計息。

(v) 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貸款之賬面總額約為293,760,000港元（ 2020年：約
487,442,000港元）。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有可動用未提取貸款融資約504,403,000

港元（2020年：約279,261,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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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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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30日及2021年6月30日 50,000,000,000 5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2019年7月1日、2020年6月30日及2020年7月1日 17,710,022,508 177,100

股份配售後發行股份（附註(i)） 516,400,000 5,164

股份認購後發行股份（附註(ii)） 1,062,576,000 10,626

於2021年6月30日 19,288,998,508 192,890

附註：

(i) 於2020年12月22日，本公司完成配售新股份，據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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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配售事項
之詳情於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12月8日及2020年12月22日之公告內披露。

(ii) 於2021年1月15日，本公司與Global Mineral及縉盈訂立該等認購協議，據此，本公司有
條件地同意按認購價每股0.13175港元，分別向Global Mineral及縉盈發行541,000,000股
及521,576,000股新股份（「認購事項」），以抵銷應付各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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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司日
期為2021年1月15日及2021年1月21日之公告內披露。

(iii) 本公司於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期間發行之所有股份與當時現有股份在所有方面
享有同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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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出售附屬公司

(a) 於2021年3月31日，本公司與獨立第三方勝者環球集團有限公司訂立買賣協議，以出
售其於Birmingham City Stadium Ltd（「BCSL」）之75%權益以及BCSL未償還及結欠本公
司之貸款總額，代價約為116,000,000港元。BCSL為英國聖安德魯斯球場(St. Andrew’s 

Trillion Trophy Stadium)之業主。出售事項已於2021年6月7日完成。

BCSL於出售日期之資產及負債載列如下：

附註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154,204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45)

應付本公司款項 (118,593)

應付集團公司款項 (65,921)

應付關聯方款項 (39,531)

遞延稅項負債 (15,743)

遞延資本撥款 (14,876)

(100,504)

非控股權益 25,126

解除匯兌儲備 8,378

出售收益 7 64,407

(2,593)

以下列方式支付：

已收現金代價 116,000

減：貸款轉讓 (118,593)

(2,593)

已收現金代價 116,000

已出售銀行結餘及現金 –

現金流入淨額 1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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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於2021年6月4日，本公司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買方」）訂立買賣協議，以出售其於
Power Super之所有權益以及Power Super未償還及結欠本公司之貸款總額，代價約為
4,600,000港元。Power Super集團從事提供系統服務解決方案。出售事項已於2021年 

6月18日完成。

Power Super集團於出售日期之綜合資產及負債載列如下：

附註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253

無形資產 17,364

商譽 1,417

使用權資產 2,355

衍生金融工具 20,705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2,518

銀行結餘及現金 320

貸款 (18,239)

應付代價 (21,94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3,155)

應付本公司款項 (2,795)

租賃負債 (2,469)

遞延稅項負債 (4,341)

(8,011)

出售收益 7 9,816

1,805

以下列方式支付：

已收現金代價 4,600

減：貸款轉讓 (2,795)

1,805

已收現金代價 4,600

已出售銀行結餘及現金 (320)

現金流入淨額 4,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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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或然負債

球員轉會費

於2021年6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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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30日可能就轉會應付而尚未計提撥備之最高
金額約82,782,000港元（相等於約7,701,000英鎊）（ 2020年：約59,476,000港元（相等於約
6,233,000英鎊））。

21. 報告期後事項

於2021年6月30日後及直至本公告日期，本集團有下列重大事件：

於2021年7月，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就COVID-19導致業務中斷所產生之虧損提出索償。於
2021年8月，保險公司確認本集團有權就相關業務中斷獲取約26,875,000港元（相等於約
2,500,000英鎊）之賠償。

本公司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之獨立核數師報告摘錄

本公司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之獨立核數師報告摘錄如下：

意見

我們認為，該等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真實而中肯地反映 貴集團於2021年6月30日的綜合財務狀況及截至該日
止年度的綜合財務表現及其綜合現金流量，並已遵照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妥為編製。

有關持續經營的重大不明朗因素

吾等謹請注意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所述， 貴集團於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產生 貴公司擁有人
應佔虧損約74,232,000港元及 貴集團於2021年6月30日的流動負債淨額約為267,024,000港元。該
等情況顯示存在重大不明朗因素，可能對 貴集團之持續經營能力造成重大疑問。我們對有關事
宜的意見並無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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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2020年：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表現及業績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收益約165,000,000港元（ 2020年：約
231,500,000港元），較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年度減少約28.7%。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74,200,000港元，
較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年度之虧損約260,500,000港元減少約71.5%。虧損減少主
要由於(i)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球員之轉會活動所產生溢利約276,900,000港元
（2020年：約115,500,000港元）；及(ii)本集團已出售位於英國之足球場及提供系統
服務解決方案之業務，從中錄得收益合共約74,200,000港元（2020年：無）。

每股基本虧損約0.40港仙（2020年：約1.47港仙）。

業務回顧及前景

於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期間，本集團主要從事四項可呈報業務分部，分別為
(i)於英國經營職業足球球會；(ii)物業投資；(iii)提供系統服務解決方案；及(iv)保
健及醫療相關業務。根據本公司與一名獨立第三方所訂立日期為2021年6月4日之
買賣協議，本集團已出售其於Power Super之全部股權以及Power Super未償還及結
欠本公司之貸款總額，總代價約為4,600,000港元。於2021年6月18日完成出售
Power Super後，董事會決定於2021年6月終止提供系統服務解決方案之業務。

於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期間，本集團身處之經營環境極為艱困。自2020年初
以來，為遏制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疫情」），各國政府採取嚴格措施，
包括旅遊限制、隔離檢疫、封鎖令、營業限制及停業。該等措施整體上對業務活
動造成負面影響，並很大程度引致宏觀經濟環境低迷，於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年
度期間對本集團各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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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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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2020/21賽季，球會繼續在英格蘭冠軍足球聯賽組別參賽，並以第18位完成
賽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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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0/21賽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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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COVID-19疫苗推出，疫
情受控有望，預期全球經濟將迎來穩步復甦。於2021年7月19日，英國政府宣
佈解除多項有關冠狀病毒之限制，球迷於2021/22賽季可入場觀看足球比賽。
管理層積極改善球會之整體比賽表現，並將繼續為球會提供全力支援，務求
於2021/22賽季取得更高之聯賽排名。

於2021/22賽季，伯明翰城足球學院（「學院」）已獲取在精英球員表現計劃中
營運第一組別學院之資格。學院目標清晰，旨在透過頂級訓練環境為所有在
其系統中註冊之年輕球員提供追求成功並實現理想的地方。憑藉明確策略、
深厚文化以及針對不同年齡層的訓練課程，學院員工將善用一切所得資源，
在各發展階段推動球員不斷進步並助其達成目標。

(ii) 物業投資

本集團於柬埔寨金邊持有若干住宅公寓及商用物業。所有物業均已租出，為
本集團帶來穩定之收入來源。於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期間，本集團錄
得來自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約28,2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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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期間，本集團錄得投資物業公平值
變動所產生之虧損約48,700,000港元。未變現公平值變動為非現金項目，其
不會對本集團之現金流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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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之投資物業以公平值列示及金額約482,000,000港元
（ 2020年：約530,600,000港元），佔本集團資產總額約44.8%（ 2020年：約
50.0%）。

於2021年4月21日，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與本公司主要股東訂立補充協議，
就將本集團位於柬埔寨之物業出租予後者重續總租賃協議，由2021年7月1日
起為期三年。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21年4月21日之公告及本公
司日期為2021年5月28日之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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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期間，本集團錄得來
自系統服務解決方案業務之服務收入約3,500,000港元。疫情導致全球業務活
動放緩，對業務分部之增長造成不利影響。於2021年6月，本集團決定出售其
於Power Super之全部股權（詳情請見下文），並終止有關業務。

(iv) 保健及醫療相關業務

於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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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戶主要來自海外地區，於日本尋求健康檢查、醫療診斷及治療等醫療服務。
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7月31日之公告。於截至2021年6月30

日止年度期間，本集團錄得來自此業務分部之收入約5,9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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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有關向東霓出售Birmingham 

City PLC（「BCP」）已發行股本總數約21.64%、BCSL已發行股本總數之25%以及向
其轉讓BCP於買賣完成時未償還及結欠本公司之股東貸款約21.64%（「出售事項」）。
東霓由本公司之主要股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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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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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2020年10月9日及2020年12月31日之公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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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1年3月31日，本公司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訂立買賣協議，內容有關出售BCSL

已發行股本總數之75%及BCSL於買賣完成時未償還及結欠本公司之貸款金額
（「BCSL出售事項」）。BCSL為英國聖安德魯斯球場(St. Andrew’s Trillion Trophy 

Stadium)（「球場」）之業主。於BCSL出售事項完成後，球場繼續租予球會用作其足
球場。BCSL出售事項已於2021年6月7日完成。本集團進行BCSL出售事項導致其
失去對BCSL之控制權，而BCSL之財務業績於BCSL出售事項完成後不再併入本集
團。於完成後，本公司不再持有BCSL之任何股份權益。有關BCSL出售事項之詳
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2021年3月31日及2021年6月7日之公告內。

於2021年6月4日，本公司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訂立買賣協議，內容有關出售Power 

Super以及Power Super未償還及結欠本公司之貸款總額。於2021年6月18日完成出
售事項後，Power Super集團之財務業績不再併入本集團。於完成後，本公司不再
持有Power Super之任何股份權益。董事會已決定於2021年6月終止提供系統服務解
決方案之業務。

展望

展望2021/22年，因出現變種新冠病毒及部份國家爆發新一波疫情而增加疫情及對
世界經濟影響的不確定性，疫情將繼續對全球經濟構成重大挑戰實屬在所難免。
隨著即時實施應急措施及疫苗普及化，疫情有望於不久將來不再成為重大健康風
險。本集團將檢討有關情況，並適時採取靈活有效對策。在保障全體僱員身心健
康的基礎上，本集團將致力維持穩定工作及營運，以確保運作順暢及做好防疫工作。

管理層將於日後繼續尋求環球投資機遇，以擴大本集團日後之業務組合。就此，
本集團將在可承受風險及預期回報範圍內尋求可為本公司股東帶來理想回報之投
資機會。因此，本集團將致力在不同的領域尋找具發展潛力及理想回報的合適項目。



28

財務回顧
收益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本集團之收益約165,000,000港元（ 2020年：約
231,5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28.7%。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來自球會之收益約127,400,000港元（ 2020年：約
204,400,000港元），較2020年同期減少約3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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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來自投資物業之收益約28,200,000港元（ 2020年：約
24,800,000港元），全部來自本集團物業之租金收入。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提供系統服務解決方案業務之收益約3,500,000港元
（2020年：約2,300,000港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保健及醫療相關業務之收益約5,900,000港元（2020年：
無）。

經營開支

於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期間，產生之經營開支約427,100,000港元（2020年：
約449,9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5.1%。

經營開支減少主要由於球會之經營開支減少所致。於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期
間，業務活動因英國疫情及封關而大幅減少。由於本集團於2020年7月收購保健及
醫療相關業務，併入該分部之額外經營開支抵銷球會經營開支之部分減幅。

其他收入

於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期間之其他收入約16,300,000港元（ 2020年：約
14,600,000港元），較於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年度期間增加約11.4%，主要為本集
團各經營單位所收取之政府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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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其他收益及虧損錄得虧損約3,700,000港元（2020年：
虧損約19,400,000港元）。該虧損主要為(i)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所產生之虧損；及(ii)

以股本工具抵銷金融負債之虧損，惟部分由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所抵銷。

出售球員註冊之溢利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出售球員註冊之溢利約276,900,000港元（2020年：約
115,500,000港元），錄得增加主要是由於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期間所產生出
售球員之收益增加所致。

行政及其他開支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之行政及其他開支較去年同期減少約7.8%至約
50,100,000港元（2020年：約54,4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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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資成本

於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期間，本集團產生融資成本約30,700,000港元（2020年：
約33,2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7.6%，主要由於貸款平均結餘較去年同期
減少所致。

或然負債

除上文附註20所披露者外，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資本承擔

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重大資本承擔（2020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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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財務比率

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按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計算）為約51.2%

（202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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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約35.4%（2020年：約59.9%）。本集團之負債總額對資產總額之比
率為71.7%（2020年：約71.7%）。

財務資源

本集團一般透過內部產生的現金流、銀行貸款、向主要股東及獨立第三方貸款及
香港上市公司可參與之資本市場為其營運提供資金。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之
銀行結餘及現金（包括銀行存款、已抵押銀行存款及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約為
44,800,000港元（2020年：約38,800,000港元），主要以港元、英鎊、人民幣及日圓
計值。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之貸款總額約為293,800,000港元（ 2020年：約
487,400,000港元），當中約184,400,000港元須於一年內償還、約80,200,000港元須
於一年後但兩年內償還、約29,000,000港元須於兩年後但五年內償還及約200,000

港元須於五年後償還。本集團之貸款約16.7%、80.0%、2.9%及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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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對營運資金足夠性之意見

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超過流動資產約267,000,000港元（2020年：
約573,500,000港元）。本集團之持續經營能力取決於本集團目前可獲得之財務資源。
考慮到預期財務表現、預期從本集團營運將產生之淨現金及可動用之貸款融資，
董事相信，本集團於可見將來能夠於並無重大縮減營運之情況下悉數償付到期債
項及進行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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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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及負債大部分以英鎊、人民幣、日圓及美元為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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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質押

於2021年6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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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0,000

港元）（2020年：800,000英鎊（相等於約7,600,000港元））。此外，本集團銀行貸款
乃以本集團於2021年6月30日之應收其他足球球會轉會費之賬面值15,000,000英鎊（相
等於約161,300,000港元）（2020年：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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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就本集團之業務營運籌集額外資金，加強本集團之財務狀
況及壯大本公司之股東基礎，從而建立及加強本集團之現有及未來的業務、提升
股份之流通性及為本集團提供營運資金，本公司根據一般授權完成配售總面值為
5,164,000港元之516,400,000股普通股予不少於六名承配人，彼等為由配售代理促
使之個人、專業或機構投資者，配售價為每股0.135港元。於配售協議日期（即
2020年12月8日），每股配售股份之市價為0.162港元，每股配售股份之最高淨價格
約為0.133港元。有關配售事項及完成配售事項之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20

年12月8日及2020年12月22日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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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1年1月21日，根據該等認購協議及本公司股東於2020年12月30日舉行之本公
司股東週年大會上授出之一般授權，本公司按每股0.13175港元配發及發行合共
1,062,576,000股總面值為10,625,760港元之普通股，以抵銷應付Global Mineral及縉
盈之未償還貸款（包括利息），有關款項於該等認購協議日期合共約為140,000,000

港元。有關股份於該等認購協議日期（即2021年1月15日）在聯交所所報之收市價
為每股0.14港元，而每股淨認購價約為0.13164港元。該等股份於2021年1月21日之
公平值為每股0.1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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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21年1月15日及2021年1月21日之公告。

於2021年6月30日，本公司有19,288,998,508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已發行股本（2020

年：17,710,022,508股）。

所得款項用途

(i) 於2020年12月22日，本公司完成配售事項，所籌集資金總額約為69,700,000港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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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已按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12月8日及2020年12

月22日之公告所披露之計劃用途運用。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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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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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1年5月12日，本公司決議將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約10,500,000港元改為
用於償還債務。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21年5月12日之公告。所得
款項淨額已按下表所述獲悉數動用：

所得款項
之擬定用途

於截至2021年
6月30日止
年度期間
重新分配

截至2021年
6月30日止
年度期間之
實際用途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償還外部債務 31.7 10.5 42.2

一般營運資金 10.5 – 10.5

未來投資 10.5 (10.5) –

總計 52.7 – 52.7

(iii) 於2021年1月15日，根據該等認購協議及本公司股東於2020年12月30日舉行之
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授出之一般授權，本公司有條件地按每股0.13175港元
配發及發行合共1,062,576,000股普通股，以抵銷應付Global Mineral及縉盈之
未償還貸款（包括利息），有關款項於該等認購協議日期合共約為140,000,000

港元。根據該等認購協議認購之股份已於2021年1月21日配發及發行。於2021

年6月30日，與Global Mineral及縉盈訂立之貸款協議項下之未償還本金已獲
悉數償還。

(iv) 於2021年6月7日，本公司完成BCSL出售事項。BCSL出售事項所得款項淨額
約為116,000,000港元。約92,800,000港元或所得款項淨額之80.0%擬用作償還
外界債務，而剩下結餘約23,200,000港元或所得款項淨額之20.0%則擬用作本
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於2021年6月30日，BCSL出售事項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之詳情載列如下：

所得款項之
擬定用途

於截至2021年
6月30日止年度

期間之
實際用途

於2021年
6月30日

尚未動用金額
於本公告日期
尚未動用金額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償還外部債務 92.8 92.8 – –

一般營運資金 23.2 10.7 12.5 –

總計 116.0 103.5 1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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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BCSL出售事項所得款項淨額已獲悉數動用，並已根據本公
司日期為2021年6月7日之公告所披露之擬定用途動用。

人力資源及薪酬政策
於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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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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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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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閱初步公告
本集團核數師中匯安達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已同意載於本集團截至2021年6月
30日止年度之初步業績公告內有關本集團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狀
況表、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及其有關附註之數字，與本集團本年度之綜合
財務報表初稿所載金額相符。中匯安達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就此進行之工作並
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委聘準則或香港核證
委聘準則而進行之核證服務委聘，因此，中匯安達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並無就
初步公告作出任何核證。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企業管治守則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並以書面訂明其職
權範圍。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檢討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財務申報
系統之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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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治平先生及梁碧霞女士。楊志達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審核
委員會已審閱及討論本集團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

企業管治
於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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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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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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向現任董事作出特定
查詢後，彼等均確認於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證券
於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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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發全年業績公告及年報
本公告於本公司網站www.bshl.com.hk及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上登載。本
公司年報將於本公司及聯交所網站上登載，並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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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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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bshl.com.hk
http://www.hkexnews.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