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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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64）

China Baoli Technologies Holdings Limited
中國寶力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公告

中期業績

中國寶力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
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二零年同期之比較數字。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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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4 36,627 21,572

收入成本 (28,582) (20,197)  

毛利 8,045 1,375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淨額 5 2,682 3,120

行政費用 (13,301) (12,423)

銷售及分銷費用 (45) (568)

融資成本 (10,320) (6,383)  

除稅前虧損 6 (12,939) (14,879)

所得稅開支 7 (7) –  

本期間虧損 (12,946) (14,879)
  

以下人士應佔本期間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0,563) (16,103)

－非控股權益 (2,383) 1,224  

(12,946) (14,879)
  

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 8 (0.28)仙 (0.43)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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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虧損 (12,946) (14,879)
  

其他全面收入（支出）：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時產生之匯兌差額 4,354 –

於終止確認附屬公司時解除匯兌儲備 – –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入（除所得稅後） 4,354 –  

本期間全面支出總額 (8,592) (14,879)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支出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1,752) (16,103)

非控股權益 3,160 (1,224)  

(8,592) (14,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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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5,463 5,470

使用權資產 9,597 8,264

無形資產 20,805 34,487

商譽 46,004 45,935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251 –

遞延稅項資產 1,348 1,348  

83,468 95,504  

流動資產

應收貿易賬項及應收票據以及 

應收其他賬項 9 23,614 32,331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10 184 224

銀行結餘及現金 5,742 10,063  

29,540 42,618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及其他賬項 11 295,402 300,024

合約負債 15,742 42,732

租賃負債 2,611 812

應付特許權費 15,817 23,942

應付稅項 – 3,090

銀行及其他借貸 326,822 297,244

可換股貸款 11,213 –  

667,607 667,844  

流動負債淨額 (638,067) (625,22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54,599) (529,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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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可換股貸款 – 10,442  

– 10,442  

負債淨額 (554,599) (540,16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372,156 372,156

儲備 (960,547) (911,56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551,165) (539,413)

非控股權益 (3,134) (751)  

虧絀總額 (554,599) (54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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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中國寶力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乃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在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位於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11, Bermuda，而其香港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48號大新金融中心37樓3706–08室。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而其附屬公司（連同本公司，統稱「本集團」）之主要業務
為多媒體技術業務、伽瑪射線業務、旅遊及消閒業務以及其他業務－證券買賣及投資。

綜合財務報表以本公司之功能貨幣港元（「港元」）呈列。

2.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按照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
用披露規定及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
務報告」編製。除若干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按公允價值入賬外，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
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慣例編製。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並不包括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需之所有資料及披露，
並應連同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之此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須運用影響會計政策應用
以及年內迄今資產及負債、收入及開支呈報金額之若干判斷、估計及假設。實際結果可
能與該等估計有所差異。編製此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時已作出的重大判斷及估計之
範疇以及其影響與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所應用
者相同。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較其流動資產超逾約638,067,000港元（二零
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約625,226,000港元），且本集團擁有負債淨額約554,599,000港元（二零
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約 540,164,000港元），其中借款總額約為 326,822,000港元（二零二一
年三月三十一日：約297,244,000港元），而其現金及現金等額項目約為5,742,000港元（二零
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約 10,063,000港元）。

鑒於當前情況，管理層已採取以下行動改善本集團的財務狀況。管理層一直在與主要債
權人討論續借貸款，且其中部分貸款可能會以股權方式償還。一旦達成協議，本集團將
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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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股東╱董事向本公司提供的貸款總額約為82,488,000港元（二零
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約80,829,000港元）。經考慮本集團的現狀，大多數該等股東╱董事
同意，彼等將不會要求本公司償還貸款，直至有關還款不會影響本集團在正常業務過程
中償還其他債權人的能力時為止。

此外，主要股東將繼續向本公司提供財務支持以履行其財務義務（包括支付銀行借貸的
利息、專業費用及其他經營開支），且將不會要求償還本集團的貸款。於二零二一年十月
完成的供股將用於償還流動負債及非流動負債中的部分債務及財務義務。本公司管理層
將繼續尋求潛在投資者。透過籌款活動，本集團將能夠履行其財務義務及在物色其他業
務及滿足運營需求時獲得額外財務資源。

儘管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影響，但多媒體技術業務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錄得收入34,443,000港元，較上一年同期增加75%。本公司處於有利位置，能夠於本財政年
度新冠肺炎疫情過後經濟復甦之後，透過將分部業務擴展至其他電子商務營銷業務，爭
取更多業務及協同機會，以增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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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適宜之舉。然而，
有關上述事件或狀況之結果之重大不明朗因素可能令本集團持續經營能力嚴重成疑，
因此，本集團可能無法於一般業務過程中變現資產及解除負債。如在編製未經審核簡明
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時使用持續經營基準屬不當，將必須作出調整以反映資產可能需要按
其目前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入賬金額以外之金額變
現之情況。此外，本集團可能須確認可能產生之進一步負債以及將非流動資產及非流動
負債分別重新分類為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

3. 會計政策變動及披露

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時所採用者貫徹一致，惟於本期間首次採納以
下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除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 

第3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及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16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第二階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後的新型冠狀 

病毒疫情的相關租金減免

採用以上經修訂準則對本集團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並無重大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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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及分部資料

收入指本集團向外部客戶提供服務的已收及應收款項的公允價值（扣減折扣）。

具體而言，本集團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營運分部下之可申報分部如下：

(a) 多媒體技術業務－通過不同媒體渠道運行多媒體技術。

(b) 伽瑪射線業務－應用伽瑪射線技術及伽瑪射線乾磨乾選技術、提供照射服務。

(c) 旅遊及消閒業務。

(d) 其他業務－證券買賣及投資。

按業務分部劃分之本集團收入及經營業績貢獻分析呈列如下：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本集團之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虧損）分析如下：

分部業績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多媒

體技術業務

伽瑪射線

業務

旅遊及

消閒業務

其他業務－

證券買賣

及投資 總計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4,443 2,184 – – 36,627
     

分部業績 (1,367) (1,822) – (40) (3,229)
    

未分配公司收入 2,642

未分配公司開支 (4,210)

融資成本 (8,149) 

除稅前虧損 (12,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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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多媒
體技術業務

伽瑪射線
業務

旅遊及
消閒業務

其他業務－
證券買賣
及投資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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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19,652 1,920 – – 21,572
     

分部業績 (4,363) (1,128) – (272) (5,763)
    

未分配公司收入 –

未分配公司開支 (2,733)

附屬公司終止綜合入賬之
虧損 –

註銷附屬公司之收益 –

終止確認聯營公司之虧損 –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

融資成本 (6,383) 

除稅前虧損 (14,879)
 

5. 收入、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淨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多媒體技術業務收入 34,443 19,652

伽瑪射線業務收入 2,184 1,920  

36,627 21,572  

其他收入及收益（虧損）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允價值收益 (40) 272

匯兌收益淨額 44 3

來自金融機構之利息收入 2 2,571

其他 2,676 152  

2,682 3,392  

39,309 24,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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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虧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3 533

匯兌虧損 – 1
  

7. 稅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中國 (7) –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香港立法會通過二零一七年稅務（修訂）（第7號）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其引入兩級制利得稅率制度。條例草案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簽署
成為法律並於翌日刊登憲報。根據兩級制利得稅率制度，合資格集團實體的首 2百萬港
元溢利將按8.25%的稅率徵稅，而超過2百萬港元的溢利將按16.5%的稅率徵稅。不符合兩
級制利得稅率制度的集團實體的溢利將繼續按16.5%的標準稅率徵稅。

董事認為，實行兩級制利得稅率制度所涉及之金額對綜合財務報表而言並不重大。由於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均無在香港產生任何應課
稅溢利，故並無作出香港稅項撥備。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國附屬公司及在
中國無常設機構之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稅
率分別為25%及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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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所用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本期間虧損 (10,563) (16,103)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000 ’000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所用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72,156 370,653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一日，每十股本公司已發行現有股份合併為一股本公司股份（「合併股
份」），合併股份的數目向下湊整至最接近的整數，所產生的零碎合併股份不予理會（「股
份合併」）。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加權平均股份數目的比較數字已假設股份合併於上一期間已
生效而作調整。

由於假設轉換附屬公司之未償還可換股貸款將導致每股虧損減少，故計算截至二零二一
年及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虧損時，並無假設該等可換股貸款已獲
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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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貿易賬項及應收票據以及應收其他賬項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項 2,018 3,170

減：信貸虧損撥備 – –  

應收貿易賬項，淨額 2,018 3,170  

應收票據 – 1,717  

應收貿易賬項及應收票據總額，扣除呆賬撥備 2,018 4,887  

應收其他賬項及按金 18,121 22,718

預付款項 3,475 5,147  

21,596 27,865

減：信貸虧損撥備 – (421)  

其他應收賬項、預付款項及已付按金，淨額 21,596 27,444  

23,614 32,331
  

以下為基於發票日期（與有關收入確認日期相若）呈列之應收貿易賬項及應收票據（已扣
除信貸虧損撥備）之賬齡分析：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30天及以下 1,408 2,365

31天至90天 610 625

91天至180天 – 1,897

181天至365天 – –  

2,018 4,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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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持作買賣之上市證券：
 於香港上市之股本證券 40 512

  

11. 應付貿易及其他賬項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項 47,963 41,435

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款項 154,467 162,120

已收按金 15,640 15,640

應付股東及董事款項 82,488 80,829  

300,558 300,024
  

以下為基於發票日期呈列之應付貿易賬項之賬齡分析：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30天及以下 887 82

31天至90天 – 82

91天至180天 2,608 246

181天至365天 – 421

365天以上 44,468 40,604  

47,963 4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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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主要從事多媒體技術業務、伽瑪射線業務、旅遊及消閒業務以及其他業
務－證券買賣及投資。

由於新變種病毒出現及新冠肺炎疫情再度爆發，商業環境仍然嚴峻。在區域
經濟不明朗的環境下，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經營收
入出現強勁反彈，增加 70%至約36,627,000港元，而上一年同期則為 21,572,000港
元。本公司躍升485%至8,045,000港元，而上一年同期則為1,375,000港元。該等數
字展現出本公司收入基礎的韌性。股東應佔虧損收窄至12,946,000港元，而上一
年同期則為 14,879,000港元。

同時，本公司完成股本重組及供股，籌集約 74.43百萬港元，有助加強本公司的
資本基礎及改善其財務狀況。

後疫情時期區域經濟將繼續面臨挑戰及不確定性，在此情況下，本集團將繼續
於開發及經營多媒體技術業務以及伽瑪射線業務部署其長期戰略措施。本公
司已宣佈擴大其融媒業務版圖，而且本集團的伽馬射線乾磨乾選技術業務坐
擁強大的機遇。本集團亦將挖掘潛在戰略投資及合作機遇，以求擴大有關業務
分部的業務範圍，藉此實現增長並為股東創造長遠價值。

多媒體技術業務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多媒體技術業務錄得收入 34,443,000港
元，較上一年同期增加75%（二零二零年：19,652,000港元）。

本集團利用多年發展及積累的知識及專長透過不同的媒體渠道（包括火車媒體
平台、展示媒體平台及在線媒體平台）運營多媒體共享及廣告平台。品牌所有
者可以在有關平台上傳播信息。本集團亦為客戶提供高質量及量身定做的多
媒體內容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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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該技術及專業知識的重要應用之一即為市中心交通其他展示平台。作為
城市入口，火車是一個城市之神經中樞及數以百萬計人口的日常交通渠道。就
火車本身而言，其已經由一種普通的交通工具轉變為一種生活空間，能夠觸及
越來越多被動之網絡受眾，受到廣告商之高度重視。本集團協助客戶製作優質
和量身訂做之展示媒體及O2O廣告多媒體內容，可接觸全球其中一個發展最完
善之鐵路網絡內數以百萬計之乘客，從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和國際品
牌提供具策略性之有效渠道，以於粵港澳大灣區內增強品牌知名度及推廣業
務。

本集團享有廣深線和諧號（「廣深線和諧號」）多媒體及廣告業務之獨家經營權。
各類業務（包括但不限於消費品、移動通信及汽車製造）客戶均在廣深線和諧號
上以展示媒體及O2O廣告的形式投放多媒體內容。

憑藉本集團的列車媒體及廣告資源以及其強大的多媒體技術專長，本集團的
目標為進拓展其融媒體數字廣告營銷業務版圖，同時於列車媒體平台創新融
合跨境免稅電商行業的新型在線網絡購物趨勢，通過移動網絡媒體營銷、網
紅╱KOL直播等與列車乘客互動。

由於疫情對全球經濟造成持續影響，預計持續的旅遊需求將由國際旅遊轉為
國內旅遊。除去航空交通，高鐵為中國內地使用頻率最高的旅遊交通工具。於
後疫情時期，預計該類客流量將顯著提升，並將有助於拓展本集團高鐵融媒體
平台業務。

其次，受十四五規劃全面促消費、內循環的政策的積極支持，強烈的消費需求
及國內對品牌產品的需求將進一步帶動免稅品需求。預計二零二五年境內免
稅銷售額達人民幣 3,554億元，免稅銷額未來市場規模非常可觀。.

本公司分別與兩間國際知名供應公司，CML株式会社（「CML」）及彩虹商貿有限
公司（「彩虹商貿」）簽立戰略合作框架協議。通過戰略夥伴關係，本集團不僅能
獲得協同效應，亦有助於在市場上以具有競爭力的價格，發展長期及持續的供
應商關係。這有助於為列車媒體新型免稅電商業務建立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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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進一步鞏固本公司的市場地位及豐富其多媒體技術及廣告平台，本集團已
與另一位多媒體廣告平台擁有者就於中國內地在樓宇牆面上展示多媒體內容
之權利建立業務合作。本集團已經並將設計多媒體內容，並使用LED於樓宇整
體外部進行呈現。

本集團投入大量精力及資源，將多媒體共享及廣告平台發展至現今規模，並相
信多媒體技術業務表現將進一步蓬勃發展並將仍為本集團的主要收入來源之
一。

伽瑪射線業務

就伽瑪射線業務而言，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收入為2,184,000

港元（二零二零年：1,920,000港元）。

除提供傳統照射滅菌處理服務外，本公司已將伽瑪射線技術應用拓展至其他
行業。

本公司與合作夥伴已開展業務合作，將本公司的伽瑪射線技術及專有知識整
合至特許的乾磨乾選技術（「乾磨乾選技術」）中。通過該合作，經改良的技術將
成為鐵礦山規劃及設計取得重大突破的基石。尤其是，其提供金屬鐵礦石的勘
探、選礦、研磨及生產的實時評估（「新應用」），這將極大提高精礦及礦團中的
總鐵含量，同時亦滿足地質、經濟及環境方面的參數。

合作公司將主要從事向採礦企業提供新應用服務，以提升採礦及選礦流程的
效率及生產力。

於乾磨乾選技術的整個選礦過程中，採礦過程不會將水作為介質消耗，從而解
決使用傳統濕法分離採礦技術時釋放有害物質的水污染問題。此外，乾磨乾選
技術將不涉及任何濃縮、壓濾及脫水過程，可顯著降低投資及營運成本。因流
程複雜程度降低，乾磨乾選技術所需的設備及工廠有所減少，從而降低尾礦存
儲的成本及尾礦壩的需求。事實上，於巴西及加拿大最近發生的尾礦壩事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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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全球礦業界及國家對尾礦壩實施更嚴格的規定及審查。由於精礦及尾礦均
為乾粉形式，運輸成本將大大降低。本公司將通過其附屬公司伽瑪射線技術服
務有限公司（「伽瑪射線公司」）進行上述業務合作。伽瑪射線公司將利用其伽瑪
射線放射分析及專業知識測試、修改及改進乾磨乾選技術，以實時評估金屬鐵
礦石的選礦及生產。

中國自二零二一年七月起收緊對鐵礦石開採的生產控制。近期，生態環境部發
佈一份大氣污染綜合治理方案徵求意見稿，計劃讓中國64個地區的鋼廠企業根
據二零二一年十月至二零二二年三月的排放水平減產。中國各地的鋼鐵生產
限制令鐵礦石價格跌破100美元。鐵礦石價格自到達峰值以來已下跌逾40%。鐵
礦石回調幅度或使所預測的價格下跌提前至二零二二年。鐵礦石價格的大幅
下跌引起礦石市場參與者的興趣，致力降低成本及改善質量。根據海運鐵礦石
價格指數，目前含鐵量58%及含鐵量65%鐵礦石價格相差40%，故提高鐵礦石質
量的經濟效益是巨大的。通過本公司及相關方之間的業務合作，新應用的增強
技術可以顯著提高精礦中的總鐵含量，同時幫助市場參與者滿足中國為遏制
污染而設定的環境參數。

合作公司亦將享受永久及免專利費許可，以於其業務中運用乾磨乾選技術。

業務合作及利用新應用有望擴大本集團的伽瑪射線業務。合作可為本集團帶
來額外收入，並提高本集團的盈利能力，從而為本公司股東帶來長期利益。該
業務合作的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三日的公告。

旅遊及消閒業務

就旅遊及消閒業務而言，本集團一直密切監察疫情的發展，並將做足準備尋求
及抓住旅遊及消閒業湧現的合適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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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業務－證券買賣及投資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的證券買賣及投資業務繼續採取持觀望態度之投資策略。
本集團的證券買賣及投資業務錄得虧損4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虧損272,000港
元），為因持作買賣上市證券公允價值變動而產生之未變現虧損淨額40,000港元
（二零二零年：未變現虧損淨額272,000港元）。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上市
證券之賬面值為 184,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224,000港元）。

本集團於回顧期間持有的上市證券概要載於下表。

公司名稱

註冊成立

地點

於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佔股本投資

股權之

百分比

於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佔本集團總

資產之

百分比

於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之公平值

本期間

公平值

變動之

未變現

收益（虧損）

本期間

公平值

變動之

已變現

收益（虧損） 已收股息 主要業務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長城匯理公司 開曼群島 0.241% 0.162% 184 (40) – – 提供保安護衛服務
及手機遊戲業務

業務模式及業務策略

多元化乃我們核心業務策略。本集團致力實現業務之長遠可持續發展，以保持
及提升股東價值。本集團專注物色具吸引力之投資機會，以加強及擴大其業務
範圍。本集團維持審慎及有紀律之財務管理，以確保其可持續發展。

前景

本公司管理層預期，我們在多媒體技術業務及伽瑪射線業務的多元化經營策
略將繼續對本集團業績產生積極影響。

為配合長期策略，本集團將繼續向多媒體及伽瑪射線業務分配大量資源，通過
加快業務渠道多元化，例如聯動開發新型線上╱線下網購保稅進口電商營銷平



– 19 –

台服務以擴大其融媒體業務版圖，並加強伽瑪射線乾磨乾選技術業務發展，本
公司相信本集團的經營及業績於後疫情時期將持續提升。本集團亦將持續為
其股東締造價值，並於該等業務取得顯著增長。

本集團將進一步審查其成本結構，並著重安排好項目優先順序，推遲或取消不
重要的支出。

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繼續探索潛在戰略投資及合作機會，以於多個方面（包括
技術開發、產品組合、渠道擴展及╱或成本控制）為本集團創造協同效應。本公
司堅信，本集團的業務及業績於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控制後的不遠將來將繼續
提升，且本集團將持續為本公司股東締造價值。

財務回顧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錄得收入約32,627,000港元（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21,572,000

港元），較上一年同期增長約70%。收入增長乃主要由於改善本集團多媒體技術
業務所致。

回顧期內虧損為約12,946,000港元（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14,879,000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回顧期內虧損約為10,563,000港元（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
16,103,000港元）。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總資產及負債淨值分別約
為113,008,000港元及554,599,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138,122,000港元
及540,164,000港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銀行結餘及現金約5,742,000港元（二零二一
年三月三十一日：10,063,000港元），而本集團銀行及其他借貸合共約326,822,000

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297,244,000港元），其中47.1%借貸以港元計值，
而52.9%以人民幣計值，當中為期一年內之借貸為326,822,000港元（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297,244,000港元），佔總借貸約100%（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100%）。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資產負債比率（即總借貸佔虧絀總額之比率）
為58.93%（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55.03%）。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流
動資金比率（即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之比率）為4.42%（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
日：6.38%）。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一日股本重組（包括股份合併、股本削減及股份拆細）生效後，
本公司的法定股本變為650,000,000港元，分拆為每股面值0.01港元的65,000,000,000

股新股份，而本公司的已發行股本變為約3,722,000港元，分拆為372,156,122股每
股面值 0.01港元的新股份（「新股份」）。股本重組的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
二一年八月五日的通函及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八月三十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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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質押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抵押任何使用權資產以及物業、廠房及
設備以取得授予本集團之銀行借貸。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賬面值
約184,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224,000港元）之上市證券已作質押，
以擔保本集團獲授之應付孖展賬戶款項。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已訂約但未於綜合財務報表撥備之資本
承擔約207,328,590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231,899,000港元）。

或然負債

除本公告訴訟一節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其他重
大或然負債。

匯率風險及利率風險

本集團之交易主要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計值。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並無訂
立任何遠期外匯合約以對沖匯率波動。本集團認為來自本集團正常營運過程
之外匯風險甚微，且管理層將密切監察貨幣波動情況，並在必要時採取恰當措
施應對。

利率風險方面，由於目前利率仍處於低水平，故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利率風
險。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按固定利率計息之銀行及其他借貸佔總
借貸約42.9%。

股票掛鈎協議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本公司與KK文化控股有限公司、Team Pride Limited、
蕭作利先生及Silver Golden Limited（統稱「賣方」）訂立購買協議（「該等協議」），據
此，賣方有條件同意出售且本公司有條件同意購買權益，而該權益直接及間接
相當於香港製作（媒體）有限公司（「香港製作」）及博功有限公司（「博功」）的全部
已發行股本，總代價為50,000,000港元（「代價」）。總代價應透過根據該等協議的
各自條款及條件按每股舊股份0.200港元的發行價分批配發及發行250,000,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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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面值0.10港元的股份（「舊股份」）（作為代價）予賣方或其各自的代名人的方
式予以支付。交易已於二零一九年六月六日完成。作為收購香港製作及博功之
代價的部分付款，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六月六日向賣方配發及發行第一批代
價股份，即83,333,325股舊股份，佔本公司經配發及發行第一批代價股份擴大之
已發行股本約 2.24%。第一批代價股份之總面值為8,333,332.50港元。

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十四日，賣方與本公司就該等協議訂立補充協議（「補充協
議」）。根據該等協議及補充協議，餘下代價將按以下方式支付：

根據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本公司年報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40

所披露之條款及條件，本公司須分別於二零二二年七月十五日及二零二三年
七月十五日或之前透過向賣方或彼等各自之代名人配發及發行第二批代價股
份及第三批代價股份（即分別為83,333,335股舊股份（相當於8,333,334股新股份）及
83,333,340股舊股份（相當於8,333,334股新股份））向賣方支付16,666,667港元（「第二
批代價」）及16,666,668港元（「第三批代價」），分別相當於代價的三分之一。

除購股權計劃、股份獎勵計劃及上述協議外，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概無訂立或
存續任何其他股票掛鈎協議。

訴訟

(1) 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日，本公司與配售代理訂立配售協議。根據配售協
議，配售票據按年利率5.0厘計息，並將於自配售票據各自之發行日期起計
第七週年贖回。一名據稱為配售票據實益擁有人之債權人對本公司提起
訴訟，以追回配售票據項下本公司結欠彼之指稱的未償還債務。然而，配
售票據之票據持有人尚未對本公司提起任何訴訟。該債權人指稱的債務
金額包括本金10百萬港元及未償還利息約1.26百萬港元。於二零二零年三
月十六日，該債權人在經修訂傳訊令狀及經修訂申索陳述書中將配售代
理加為第二被告。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四日，本公司提交及送達其針對配
售代理之傳訊令狀及申索陳述書。於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三日，舉行調解會
議，各方正在協商和解條款。

(2)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八日，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悅眺投資有限
公司（作為買方）（「買方」）、宇龍計算機通信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作為賣方）
（「賣方」）、寶力優特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寶力優特」）及本公司訂立框架
協議（「框架協議」），內容有關收購寶力優特 20%的股權（「收購事項」）。根據
框架協議，買方或寶力優特應分兩期向賣方支付合共人民幣8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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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買方應承擔賣方繳付寶力優特的未繳足註冊資本人民幣12,000,000元的
責任，以及本公司承擔有關寶力優特及買方的連帶責任。寶力優特主要從
事製造及銷售手機，其營運已於二零一九年年中停止。本公司近期已收到
深圳國際仲裁院發出的仲裁裁決（「仲裁裁決」），內容有關賣方針對框架協
議的其他三方違反框架協議向深圳仲裁院提出索償。根據仲裁裁決，賣方
及寶力優特應繼續履行框架協議，而買方、寶力優特及本公司亦應支付框
架協議的代價及產生的利息，連同費用及其他減免。於二零二一年四月
二十一日，深圳仲裁院對寶力優特執行破產清盤。有鑒於此，本公司正在
向本集團的法律顧問尋求法律意見，以維護其合法權益。有關仲裁裁決的
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的公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其他重大訴訟預期會共同或個別地對本集團之財務
狀況造成重大不利影響。管理層認為已就該訴訟計提充足撥備。

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聘用 75名僱員（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58

名）。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約為4,493,000港元（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3,788,000港元）。薪酬待遇一般參考
市場條款及個人表現釐定。薪金乃根據表現評核及其他有關因素定期檢討。本
集團推行之員工福利計劃包括醫療保險、住院計劃、強制性公積金、購股權計
劃及股份獎勵計劃。中國僱員之薪酬待遇根據僱員受僱地區之現行市況釐定。

本集團僱員之酬金政策由董事會按僱員之長處、資歷及才能制定。董事之酬金
由董事會（獲股東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授權）考慮本集團營運業績、個人表
現及可供比較市場統計數據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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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中期股息（二零
二零年九月三十日：零港元）。

報告期後事項

(1) 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七日，本公司按每持有兩 (2)股新股份獲發一 (1)股供股
股份之基準以每股供股股份0.40港元的價格發行186,078,061股供股股份（「供
股」）。供股完成後，本公司收取現金所得款項淨額約70百萬港元。

(2) 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作為本集團重組以理順資源並將伽瑪射線
技術應用於其他更有利可圖及規模更大的業務之一部分，本公司完成出
售主要從事提供傳統輻照滅菌加工服務的附屬公司。本集團將繼續發展
其伽瑪射線乾磨乾選業務。交易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十一
月二十二日之公告。

企業管治

本集團一直認為良好之企業管治乃本集團成功及持續發展之關鍵。我們致力
維持高水平之企業管治並全力找出及制定適合本公司業務需要之企業管治常
規。

本公司已實施企業管治常規，以符合企管守則所載被視為與本集團有關之守
則條文（「守則條文」），而本公司已於整個回顧期間內遵守全部當時生效之守則
條文，惟下文所述偏離情況除外。本公司定期檢討其企業管治常規，以確保能
持續符合企管守則之規定。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6.7條，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
應出席股東大會，其對股東之意見有全面公正的了解。於回顧期間內，陳方剛
先生因有其他重要業務在身而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舉行
之股東週年大會。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簡明
綜合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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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於回顧期間內，本公司已採納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其條款不遜於標
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經本公司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整個
回顧期間內及直至本公告日期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及本公司之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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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董事會命
中國寶力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依

香港，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張依先生（主席）、祝蔚寧女士（行政總裁）及林詩敏
女士；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方剛先生、陳記煊先生及馮滿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