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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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280）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除另有指明外，以人民幣千元呈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收入 118,423 229,003

毛利 6,590 24,011

毛利率 5.6% 10.5%

除稅前虧損 (56,623) (32,239)

期內虧損 (56,679) (32,30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55,461) (30,323)

每股基本虧損（人民幣元） (0.42) (0.24)

奇點國際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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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

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比較數字。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

合中期業績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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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32,672 137,650

使用權資產 78,015 89,207

投資物業 38,676 39,022

無形資產 1,263 1,340

指定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
 股權投資 600 600

  

251,226 267,819
  

流動資產
存貨 55,610 77,251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3 8,117 8,87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4 67,990 74,794

受限制銀行存款 13,514 23,242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8,101 23,677
  

173,332 207,842
  

資產總值 424,558 475,661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股本及儲備
股本 5 20,402 16,766

儲備 (352,947) (319,289)
  

(332,545) (302,523)
  

非控股權益 21,507 22,725
  

權益總額 (311,038) (27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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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借款 8 111,801 59,646

租賃負債 38,453 50,028

修復成本撥備 434 620
  

150,688 110,294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6 111,700 131,125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7 75,015 44,257

合約負債 26,720 29,350

借款 8 293,303 363,957

租賃負債 21,858 20,157

即期所得稅負債 — 7

其他負債 53,560 53,560

訴訟撥備 2,566 2,566

修復成本撥備 186 186
  

584,908 645,165
  

負債總額 735,596 755,459
  

權益及負債總額 424,558 475,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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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9 118,423 229,003

銷售成本 (111,833) (204,992)
  

毛利 6,590 24,011

其他收入 10 4,066 5,632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1,148 (2,546)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31,476) (31,998)

行政開支 (30,733) (13,760)
  

經營虧損 (50,405) (18,661)
  

財務收入 264 237

財務成本 (6,482) (13,815)
  

財務成本－淨額 12 (6,218) (13,578)
  

除所得稅前虧損 11 (56,623) (32,239)

所得稅開支 13 (56) (62)
  

期內虧損 (56,679) (32,301)
  

以下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55,461) (30,323)

 －非控股權益 (1,218) (1,978)
  

(56,679) (32,301)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的每股虧損
 （以每股人民幣列示） （經重列）
 －基本及攤薄 14 (0.42) (0.24)

  

股息 1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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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內虧損 (56,679) (32,301)

其他全面收益或虧損 — —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56,679) (32,301)
  

以下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55,461) (30,323)

 －非控股權益 (1,218) (1,978)
  

(56,679) (32,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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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二月五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二零零九年修訂本，經修

訂、補充或按其他方式修改）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一家獲豁免的有限公司。

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地址為Floor 4, Willow House, Cricket Square, P.O. Box 

2804, Grand Cayman KY1-1112, Cayman Islands。本公司的附屬公司（連同本公

司，統稱「本集團」）的主要營業地點位於中國江蘇省揚州市文昌西路 440號國泰

大廈二棟 6層。

本公司主要從事投資控股。本集團的主要活動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從

事家電零售、進口商品及提供家電維修及安裝服務。

本公司股份（「股份」）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五日起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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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慣例（除指定按公平值計入的按公平值計

量其他全面收益的投資物業及股權投資外）及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

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申報」所編製。簡明綜合中期財務

報表應與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根據所有適用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所編製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二零一九年經

審核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而人民幣為本公司的功能

貨幣，除另有指明外，所有金額均約整至最接近之千位（人民幣千元）。

於編製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時，儘管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本集團產生虧損淨額約人民幣 56,679,000元，董事仍視本集團經營為持

續經營，而截至該日，本集團流動負債超過其流動資產約人民幣 411,576,000

元。該等狀況顯示存在重大不明確因素，或會令本集團持續經營之能力嚴重存

疑。

經審慎考慮本集團未來流動資金及表現以及持續經營可獲得的財務資源後，董

事認為，於編製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時，採納持續經營基準屬適當。本

集團持續經營的能力取決於本集團能否持續獲得融資，包括來自本公司主要股

東的母公司的財務支持及來自貸款人Wu Jipeng先生的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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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考慮以下各項後，董事信納本集團將擁有充足財務資源以履行其於可見將來

到期之財務責任：

(i)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Wu Jipeng先生（獨立第三方）致函本公司，

據此，本集團獲准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不償還未償還貸款及應計利息

人民幣 255,133,000元。償還該等未償還貸款及應計利息的原到期日介乎二

零二零年三月至二零二二年二月。根據該函件，還款日期不早於二零二二

年四月三十日；

(ii)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七日，本公司已自主要股東聖行國際集團有限公司的

母公司重慶聖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重慶聖商」）取得財政支援，據此，重

慶聖商已不可撤銷地承諾，其將於在批准二零一九年經審核財務報表日期

起 24個月期間內向本集團提供最多人民幣 230百萬元財務支持協助本集團

履行財務責任；

(iii) 廣東聖融金服控股有限公司、北京奇點新科技集團有限公司（前稱聖商（北

京）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與香港聖創蔚萊投資有限公司同意將應償還的未

償還貸款和利息人民幣 83,280,000元，於二零二零年五月至十月再延長兩

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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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涵蓋由批准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日期起十二個月期間的本集團現金

流量預測並考慮可動用的財務資源，董事認為，本集團將有足夠營運資金為其

營運提供營運資金及於自批准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日期起計未來十二個

月內到期時履行其財務責任。因此，董事認為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該等簡明綜

合中期財務報表屬適當。

倘本集團無法持續經營業務，則須作出調整以撇銷資產價值至其可收回金額、

就可能產生的其他負債計提撥備及分別將非流動資產及負債重新分類為流動資

產及負債。該等潛在調整之影響並未反映於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中。

有關索海與致普的訴訟進程對於報告的影響

誠如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二零

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七日、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六

日、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二零一九年五月

二十六日、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六日及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的公告（「該等

公告」）所示，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對於索海與致普預付款問題

可能產生人民幣 3,553.71萬元的損失向揚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法律訴訟，中

間已經歷諸多法律流程，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收到江蘇省高院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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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海與致普有關於管轄權異議上訴請求的終審駁回裁定，揚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將繼續審理，本集團期望通過法院的進一步審理，能執行此兩供應商已被法院

查封的約人民幣 5,000萬元的不動產以及其他可以被法院執行的資產，以補償此

兩供應商的預付款產生的部分損失。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除採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

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外，編製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的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採用的主要會計政策與編製二零一九年經

審核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已採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於

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本集團財政年度生效的所有新訂及經修訂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採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於當期╱以往

期間的財務表現及狀況及╱或對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載披露資料並無

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納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但尚未生效的任何新訂及經修訂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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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賬款 26,967 25,911

減：減值撥備 (19,170) (17,233)
  

貿易應收賬款淨額 7,797 8,678

應收票據 320 200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淨額 8,117 8,878
  

本集團授予客戶的信貸期介乎 30日至 90日不等。應收票據到期日介乎 3個月至

6個月不等。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收賬款按發票日期（計提減值撥備前）的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至 30日 1,135 1,091

31至 90日 1,931 1,855

91至 365日 6,135 5,895

1年至 2年 3,423 3,289

2年至 3年 2,159 2,074

3年以上 12,184 11,707
  

總計 26,967 25,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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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末，所有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均以人民幣計值，其賬面值與其公

平值相若。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面臨的最大信貸風險敞口為上述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的賬面值。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抵押品作為抵押。

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預付予供應商款項，扣除撥備 34,772 42,940

應收供應商返利，扣除撥備 1,302 1,652

其他應收款項 3,604 2,926

按金 517 714

可收回增值稅 27,795 26,562
  

67,990 74,794
  

本集團的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均以人民幣計值，其賬面值與其於結

算日的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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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股本

本公司股本的詳情如下：

面值 普通股數目 普通股面值

普通股

面值的等值

美元 人民幣千元
     

法定：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0.001美元 4,000,000,000 4,000,000 24,147

股份合併 (a) 不適用 (3,800,000,000) — —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0.02美元 200,000,000 4,000,000 24,147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0.001美元 2,537,960,017 2,537,960 16,766

股份合併 (a) 不適用 (2,411,062,017) — —

認購新股份 (b) 0.02美元 25,379,600 507,592 3,636
   

152,277,600 3,045,552 20,402
   

附註：

(a)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七日，本公司已完成股份合併，其基準為每二十股每股面值 0.001美元

的已發行及未發行的現有股份合併為一股面值 0.02美元的合併股份。

(b) 於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八日，本公司按認購價每股認購股份 1.09港元配發及發行

25,379,600股新股份予認購人。認購事項的所得款項淨額約為 27,314,000港元（相當於人民

幣 25,439,000元）。本公司擬將所得款項淨額用於償還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以及用作

一般營運資金為本集團業務融資及為潛在發展提供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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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付賬款 105,382 115,024

應付票據 6,318 16,101
  

111,700 131,125
  

大多數主要供應商要求對購買貨品支付預付款項。本集團主要供應商授予的信

貸期介乎 15至 60日。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計算的貿易應付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至 30日 11,592 11,127

31至 90日 22,130 1,811

91至 365日 4,215 5,646

1年至 2年 35,830 75,823

2年至 3年 23,184 18,301

3年以上 8,431 2,316
  

105,382 115,024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均以人民幣計值，其賬面值與公平值相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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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薪金及福利 8,520 10,071

應計開支 1,407 2,150

按金 2,615 3,006

增值稅及其他應付稅項 11,510 1,242

應付利息 — 351

認購本公司普通股的保證金 — 2,930

應付股東款項 5,057 5,230

應付前董事租金 2,872 3,853

其他 36,576 13,347

應付重慶聖商款項 6,458 2,077
  

75,015 44,257
  

8. 借款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
應付債券 8,300 8,027

其他借貸 103,501 51,619
  

111,801 59,646

流動
其他借貸 293,303 363,957

  

405,104 423,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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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收入及分部資訊

(i) 收入

本集團的主營活動為從事家用電器及進口商品零售以及為中國的家用電器

提供維護及安裝服務。

客戶合約收入分類：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貨物及服務類別

貨物銷售

－家電業務 115,017 215,173

提供服務

—維護及安裝服務 3,406 13,830
  

總收入 118,423 229,003
  

收入確認時間

時間點 118,423 229,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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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分部資訊

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從事家電零售、手提電話、電腦、進口及一般商品及提

供家電維修及安裝服務。呈報予本集團管理層的資料作資源分配及表現評

估之用，由於本集團的資源已整合且並無獨立的經營分部財務資料可用，

故其重點為本集團的整體經營業績。因此，並未呈列額外可呈報分部及地

區資料。

10. 其他收入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投資物業的租金收入 1,053 1,141

保養及維修服務 2,193 4,187

其他 820 304
  

4,066 5,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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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除所得稅前虧損

除所得稅前虧損乃經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達致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售商品成本 111,240 203,445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21,117 13,901

土地使用權攤銷 — 258

使用權資產攤銷 11,192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5,036 14,613

投資物業折舊 346 85

無形資產攤銷 77 133

廢舊存貨撥備撥回 (870) (555)

貿易應收賬款減值撥備累計 1,937 1,168

預付予供應商款項撥備撥回 —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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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財務成本－淨額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財務成本

－銀行借款的利息開支 — 193

－第三方及關聯方墊款的利息開支 11,047 10,015

－應付債券的利息開支 273 409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借款及應付債券的

  外滙淨虧損 2 10

－應收及應付貨幣的外匯淨虧損 — 905

租賃負債的利息開支 3,213 2,283
  

14,535 13,815

豁免支付利息 (8,053) —
  

6,482 13,815

財務收入

－銀行存款的利息收入 (264) (237)
  

財務成本－淨額 6,218 13,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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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所得稅開支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企業及預扣所得稅

－即期所得稅－中國所得稅 56 62
  

(a) 香港利得稅

由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於香港產生或來自香

港的任何應課稅收入，故毋須繳納香港利得稅（二零一九年：無）。

(b) 中國企業所得稅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位於中國大陸的附屬公司的適用企業所得稅稅率

為 25%（二零一九年：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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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的計算方法是將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內虧損除以年內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經重列）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人民幣千元） (55,461) (30,323)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千股） 131,639 126,898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人民幣） (0.42) (0.24)
  

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攤薄虧損計算並無假

設於過往年度因或然代價安排而產生的其他負債行使購股權及結算普通股，因

為其假設行使將減少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

虧損。

就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而言，股份的加權平均數已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七日就股

份合併而調整。

15. 中期股息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宣派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九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且本公司董事會並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任何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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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訴訟及或然事項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期間，本公司附屬公司江蘇匯銀電子

商務有限公司從江蘇瑞華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瑞華」）借款人民幣 100百萬

元，為期一個月。於二零一八年八月，瑞華向江蘇匯銀電子商務有限公司提

起法律訴訟，要求償還合計人民幣 18,038,000元，包括本金人民幣 15,730,000

元及逾期罰款人民幣 2,308,000元。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付瑞華

的未償還款項約為人民幣 3,900,000元，包括本金約人民幣 3,315,000元及應計

罰款人民幣 585,000元（二零一七年：人民幣 28,150,000元，包括本金人民幣

27,800,000元及應計罰款人民幣 350,000元）。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三日，針對以上借款，瑞華亦撤回對本集團提出的上述申索

及訴訟，惟本集團須根據與瑞華的雙方協議償付未付結餘及訴訟產生的法律成

本。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八日，因瑞華企業就瑞虎 51％股權及江蘇滙銀電子商務有限

公司 10％股權提出的上述回購要求而導致瑞華對曹寬平先生提出的索償及訴

訟，前董事會主席曹寬平先生的財產約人民幣 60,049,000元被中國法院扣押及

凍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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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市場回顧

今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疫情」）對全球經濟帶來前所未有的衝擊，尤其對以門

店為主渠道的商業企業衝擊甚大。但我國在一系列有效防控政策作用下，國內經濟

運行先降後升、穩步復蘇，經濟運行總體復蘇態勢趨勢向好。值得注意的是，宏觀

經濟穩步復蘇下，南方地區六月以來的持續強降雨給經濟復蘇增添不和諧因素。

據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七日工信部有關《二零二零上半年中國家電市場報告》顯示，

如下圖：

二零二零年上半年家電市場各品類零售額及增減情況

-20.44%
彩電

人民幣502億元

+1.45%
生活電器
人民幣911億元

-20%
廚房電器
人民幣568億元

-7.95%
冰箱

人民幣475億元

-11.3%
洗衣機
人民幣313億元

-22.54%
空調

人民幣921億元

二零二零年
上半年家電市場
總零售額
人民幣

3,690億元
-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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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本報告期內，作為南方地區的家電零售企業，本集團所經營門店客流量受疫情及洪

災影響較為明顯，客流量較同期顯著降低。在當前疫情加洪災的特殊挑戰之下，既

然其已嚴重影響市場拓展，不如審時度勢，深度分析本集團的優勢與劣勢，基於優

勢集中、經驗集中，成本優化的原則，不僅在異業聯盟、售後與物流支持、企業文

化、信息化系統、數據化、內控體系等多方面持續優化與完善，還著重從以下四點

推進本集團變革：

1. 有效融合子公司管理經驗

本集團控股子公司安徽四海匯銀家電銷售有限公司（「安徽四海」），作為安徽地

區知名的家電運營商，相較其他地區門店，有著更為豐富的家電運營、營銷能

力及管理經驗，本報告期內，本集團不斷推行資源整合與有效利用，充分發揮

「1+1>2」疊加效應，優化管理團隊，在安徽四海的團隊中選擇優秀人才覆蓋江

蘇地區的門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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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速農村下沉市場的佈局

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三日，國家發展改革委、中央宣傳部、教育部等 23個部門聯

合印發了《關於促進消費擴容提質加快形成強大國內市場的實施意見》（以下簡稱

《實施意見》），提出着力建設城鄉融合消費網絡、持續提升居民消費能力的一系

列政策措施。《實施意見》聚焦促進城鄉消費融合發展，從結合區域發展佈局打

造消費中心、優化城鄉商業網點佈局、加強消費物流基礎設施建設等三個方面

着力建設城鄉融合消費網絡。國家層面在政策上不斷加碼農村市場。

鑒於本集團一直深耕三、四線城市，敏銳捕捉國家行業政策新變化對中國農村

市場增量的又一次激發的機會，增設數據、流量、服務、倉儲、物流體系力

量，憑藉良好的經驗沉澱與品牌基礎深入農村下沉市場，拓寬農村銷售渠道，

以期進一步拓展農村市場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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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力行舒適家理念、甄選家電產品

近幾年我國的家居中央空調系統和地採暖系統發展迅速，正逐步的帶動著包括

家用中央空調、家庭新風系統、家用淨水系統、家庭熱水系統在內的舒適家居

系統的發展。舒適家居系統在中國仍處於成長期，預計未來其年平均增幅將超

過 30%，其市場前景非常廣闊，後期居大的市場空間有待爆發。

 

本報告期內，本集團一方面力行舒適家理念，推動銷售綠色、環保家電產品的

同時，着重精選智能家電產品，並側重對家電產品技術功能融合及系統性構

建，同時提升回訪服務，更好滿足用戶個性化及便捷化需求。另一方面，本集

團積極推動門店智能化家居場景應用，更直觀地向客戶展示舒適家概念，拉動

顧客需求，提升銷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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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加碼健康智能家電產品

我國家電距第一輪「家電下鄉」已有十餘年，大家電市場正在從增量走向存量，

用戶需求逐步從基礎功能走向健康智能。智能家電在 5G快速普及的背景下將迎

來全面發展。尤其本次疫情後，更激發了健康智能類家電產品的需求，如今年

上半年，絕大多數家電品類出現不同程度的市場萎縮，遭遇「量價齊跌」，但是

消毒櫃、末端淨水設備、洗碗機、除蟎儀等以除菌消毒為主打功能的產品銷售

增長明顯，同時帶動具有保鮮抑菌功能的冰箱、高溫煮洗功能的洗衣機、空淨

一體空調等大白電產品增長。此外，烹飪類小廚電如空氣炸鍋、煎烤機、廚師

機、破壁機等銷量大漲。

本集團及時調整產品甄選策略，在秉承打造智慧家庭生態圈政策引領下，加大

健康智能家電產品品類甄選力度，側重產品的健康智能功能性和個性化需求，

持續優化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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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入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入約為人民幣 118.4百萬元，較截

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229.0百萬元減少 48.3%。

本集團的營業額包括按業務分類的收入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貨物及服務類別

貨物銷售

－家電業務 115,017 215,173

提供服務

－維護及安裝服務 3,406 13,830
  

總收入 118,423 229,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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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成本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銷售成本約為人民幣 111.8百萬元，較截至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205.0百萬元減少 45.5%，乃由於銷售規模

減少所致。

毛利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毛利約為人民幣 6.6百萬元，較截至二零

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24.0百萬元減少 72.5%。

其他收入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的其他收入約為人民幣 4.1百萬

元，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5.6百萬元減少 26.8%，

其他收益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的其他淨收益約為人民幣 1.1百

萬元，而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其他淨虧損約為人民幣 2.5百萬元。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總額約為人民

幣 31.5百萬元，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32.0百萬元減少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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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總額約為人民幣 30.7百萬

元，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13.8百萬元增加 122.5%。

經營虧損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經營虧損約為人民幣 50.4百萬元，較截至二

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18.7百萬元增加 169.5%。

財務成本－淨額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財務成本淨額約為人民幣 6.2百萬

元，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13.6百萬元減少 54.4%。

所得稅前虧損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所得稅前虧損約為人民幣 56.6百萬元，而截

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則約為人民幣 32.2百萬元。

所得稅開支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所得稅開支約為人民幣 0.1百萬

元，而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則約為人民幣 0.1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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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人民幣 55.5

百萬元，而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則約為人民幣

30.3百萬元。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約為人民幣 28.1百萬元，

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23.7百萬元增加 18.6%。

存貨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的存貨約為人民幣 55.6百萬元，較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77.3百萬元減少 28.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約為人民幣

68.0百萬元，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74.8百萬元減少 9.1%。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約為人民幣 8.1百萬

元，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8.9百萬元減少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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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約為人民幣 111.7百

萬元，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131.1百萬元減少 14.8%。

資本負債比率及計算基準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為 173.3%，而於二零一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則為 158.8%。資本負債比率等於負債總額除以權益總額及負債總額之

和。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金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受限制現金除外）約為人民

幣 28.1百萬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23.7百萬元）。

本集團流動負債淨額約為人民幣 411.6百萬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

幣 437.4百萬元），其包括流動資產約人民幣 173.3百萬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約人民幣 207.8百萬元）及流動負債約人民幣 584.9百萬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645.2百萬元）。

本集團透過使用不同資金來源管理其資本架構以向其整體營運提供資金。於二零二

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計息借款約為人民幣 405.1百萬元，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的約人民幣 423.6百萬元有所減少。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借

款以人民幣及美元計值，固定利率介乎 5%至 6.5%。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按認購價每股認購股份 1.09港元配發及

發行 25,379,600股新股份予認購人。認購事項所得款項淨額約為 27.3百萬港元（相

當於人民幣 25.4百萬元）。所得款項淨額用於結算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以及

本集團營運的一般營運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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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賬面淨值總計約人民幣 188.0百萬元的若干土地使用

權、樓宇及投資物業已予抵押。

投資物業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投資物業代表於

各報告期間收取租金收入的若干物業。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

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投資物業的詳情如下：

地址 現有用途 租期

中國江蘇省廣陵產業園（匯銀家電）

 銀焰路南側沙灣路西 6號樓廣陵產業園

廠房 中期租賃

中國江蘇省揚州經濟技術開發區古渡路 18號

 4、5及 6號樓宇

倉庫 中期租賃

中國江蘇省揚州經濟技術開發區古渡路 18號

 7號樓宇

倉庫 中期租賃

中國江蘇省揚州市廣陵區文昌中路 277號

 6-10號樓

店鋪 中期租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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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幣及庫務政策

本集團所有收入及大部分開支均以人民幣計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本集團並未訂立任何遠期合約以對沖其外匯風險敞口。本集團並無外幣對沖政

策。然而，董事緊密監察本集團的外匯風險，並在視乎外幣情況及趨勢下可能於日

後考慮採納適合的外幣對沖政策。

訴訟及或然事項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或然負債詳情載於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 

註 16。

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中期股息。

聘用及薪酬政策

本集團採納與業內同儕相若的薪酬政策。應付僱員的薪酬乃參考區內當前市價釐

定；本集團管理層於每年╱每月╱每季接受評估後收取定額底薪及酌情表現花紅。

其他員工薪酬包括底薪及具有吸引力的每月表現花紅。根據中國適用法定要求及地

方政府的現有規定，本集團為其僱員參加多項社會保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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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 338名僱員，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的 480名僱員減少 29.6%。

未來重大投資與固定資產計劃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沒有未來重大投資和固定資產方面計劃。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本集團無任何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任何重大收購及出售。

未來展望

本集團基於對宏觀經濟形勢及行業復蘇趨勢向好的研判，結合近期國家發佈的行業

政策，未來本集團將側重在如下方面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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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持續獲取增量市場

二零二零年五月十八日，國家發展改革委等 7部門聯合印發《關於完善廢舊家電

回收處理體系、推動家電更新消費的實施方案》，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七日農業農

村部發佈《全國鄉村產業發展規劃（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五年）》。

在國家多政策支持農村下沉市場的背景下，本集團將伴隨家電下鄉、汰舊換

新、消費升級等國家政策的落實到位之時，進一步挖掘潛力市場，不斷佈局農

村倉儲物流體系，完善售後服務平台，持續下沉農村市場，獲取增量市場份額。

2. 推行營銷新變革

今年上半年，直播帶貨等新營銷方式、3D場景購等新技術手段更多應用於家電

市場，對促進家電市場復蘇起到積極作用。隨著社交電商的普及、內容帶貨模

式興起，帶來門店社交化、數據化、互聯網化的變遷，從傳統電商的被動搜索

式購物方式轉變為直播或內容電商的主動種草式購物；本集團順勢而為，根據

各門店產品特點，探索適合其特性的營銷模式，線下門店+線上直播相結合，

KOL及KOC (Key Opinion Customer)兩種營銷模式直播，利用視頻分享優勢滿

足客戶更為多元的需求，不斷提升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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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推動數字化零售，跟緊數字化轉型步伐

近年來，因地緣博弈、新冠疫情等重大經濟環境的變化，中國經濟增長面臨一

定的下行壓力下，以產業互聯網、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物聯

網等為代表的新一代數字科技與實體經濟的日趨融合，本集團將不斷推動門店

數字化零售，甄選智能家電產品，借助新技術將家電零售的銷售、物流、倉儲

等每一個環節都實現數字化，提高商品周轉效率，實現零售價值再創。同時，

注重提升顧客需求為核心的數字化體驗，形成以顧客為中心，集展示體驗、溝

通、交易、服務於一體的完整體驗閉環。做到終端渠道多元化，渠道體驗極致

化，和線上線下消費者購買環節有機融合。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集團致力於提升企業管治，故董事會不時檢討及更新所有必要措施以推廣良好的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所載的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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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審核委員會由獨立非執行董事趙金勇先生、

陳睿先生及馮德才先生組成，包括一名擁有適當專業資格或會計或相關財務管理專

業知識的獨立非執行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期，審核委員會的組成已遵守上巿規則的有關規定。審核委員會已採

納與聯交所發出守則相符的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協助董事會檢討財

務資料及報告程序、內部監控程序及風險管理制度、審核計劃及與外聘核數師的關

係，及讓本公司僱員在保密的情況下提出關注財務報告、內部監控或本公司其他事

項可能存在的不當行為的安排。本公司審核委員會連同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

計原則及實務，並討論內部控制及財務報告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公眾持股量的充足度

根據公開可得資料及據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由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二

零年六月三十日及直至本公告刊發日期的整段期間內，本公司一直維持充足的公眾

持股量。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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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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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後事項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除日常業務活動外，未有重大的報告期後事項發生。

刊發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

本公司的二零二零年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向本公司股東寄發，並刊載於聯交所網

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www.hyjd.com)。本公告亦可於該等網站查

閱。

承董事會命

奇點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

袁力

中國揚州，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即袁力先生、徐新穎先生、劉思鎂女士及孫樂久先生，

一名非執行董事，即徐紅紅女士，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趙金勇先生、陳睿先生及馮德才先

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