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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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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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收入 161,840 118,423

毛利 16,179 6,590

毛利率 10.0% 5.6%

除稅前虧損 (29,038) (56,623)

期內虧損 (29,056) (56,67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26,122) (55,461)

每股基本虧損（人民幣元） (0.16)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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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

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比較數字。本集團的未經審核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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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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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371 124,448

使用權資產 55,837 65,692

投資物業 50,158 50,665

無形資產 1,112 1,191

指定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
 股權投資 600 600

  

230,078 242,596
  

流動資產
存貨 52,130 56,063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3 8,132 10,69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4 25,954 54,412

受限制銀行存款 12,149 14,438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9,003 36,457
  

117,368 172,068
  

資產總值 347,446 414,664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股本及儲備
股本 5 29,174 24,512

儲備 (346,998) (350,966)
  

(317,824) (326,454)
  

非控股權益 18,053 20,987
  

權益總額 (299,771) (305,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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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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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244,872 373,027

租賃負債 26,913 34,048

修復成本撥備 648 648
  

272,433 407,723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6 122,362 127,198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7 56,848 50,569

合約負債 22,833 26,130

借款 8 93,606 27,579

租賃負債 16,849 17,316

其他流動負債 53,560 53,560

訴訟撥備 8,642 9,972

修復成本撥備 84 84
  

374,784 312,408
  

負債總額 647,217 720,131
  

權益及負債總額 347,446 414,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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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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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9 161,840 118,423

銷售成本 (145,661) (111,833)
  

毛利 16,179 6,590

其他收入 10 4,888 4,066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4,495 1,148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25,253) (31,476)

行政開支 (16,694) (30,733)
  

經營虧損 (16,385) (50,405)
  

財務收入 13 264

財務成本 (12,666) (6,482)
  

財務成本－淨額 12 (12,653) (6,218)
  

除所得稅前虧損 11 (29,038) (56,623)

所得稅開支 13 (18) (56)
  

期內虧損 (29,056) (56,679)
  

以下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6,122) (55,461)

 －非控股權益 (2,934) (1,218)
  

(29,056) (56,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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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及攤薄 14 (0.16) (0.42)

  

股息 1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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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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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29,056) (56,679)
  

以下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6,122) (55,461)

 －非控股權益 (2,934) (1,218)
  

(29,056) (56,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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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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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家用電器、手提電話、電腦、進口及一般商品零售及提供維修及安裝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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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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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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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本集團產生虧損淨額約人民幣 29,05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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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4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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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Wu Jipeng先生（獨立第三方）致函本公司，

據此，本集團獲准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不償還未償還貸款及應計利息

人民幣 83,214,000元。根據該函件，還款日期不早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

日。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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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將於在批准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財務報表日

期起 12個月期間內向本集團提供最多人民幣 330百萬元財務支持以協助本

集團履行財務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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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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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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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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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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

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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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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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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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92 29,314

減：減值撥備 (18,960) (18,876)
  

貿易應收賬款淨額 8,132 10,438

應收票據 — 260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淨額 8,132 1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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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至 90日 6,287 5,781

91至 365日 1,048 4,410

1年至 2年 766 1,151

2年至 3年 3,123 3,316

3年以上 15,868 14,656
  

總計 27,092 29,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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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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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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80 21,283

其他應收款項 3,244 8,782

按金 3,930 810

可收回增值稅 — 23,478

應收供應商返利，扣除撥備 — 59
  

25,954 54,412
  

本集團的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均以人民幣計值，其賬面值與其於報

告日期的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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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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0.02美元 200,000,000 4,000,000 24,147

增加法定股份 (c) 0.02美元 400,000,000 8,000,000 48,297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600,000,000 12,000,000 72,444
   

已發行及繳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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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835,120 1,116,702 7,746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182,733,120 3,654,662 24,512

發行新股份 (d) 0.02美元 36,546,624 730,932 4,662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219,279,744 4,385,594 29,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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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13,764港元。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七

日，本公司與兩名認購人訂立另一份認購協議，據此，本公司有條件同意配發及發行及認

購人已有條件同意認購合共 30,455,520股認購股份，價格為每股認購股份 1.29港元。認

購事項的所得款項淨額約為 38,900,000港元。股份的發行及認購已分別於二零二零年九月

十六日及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二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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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本公司的法定股本由 4,000,000美元（分作 200,000,000股股

份）增至 12,000,000美元（分作 600,000,000股股份）。

(d)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二日，本公司按認購價每股認購股份 1.14港元配發及發行 36,546,624股

新股份予認購人。認購人應支付約 41,663,000港元的所有認購股份，以結算約 40,734,000

港元的股東貸款，其餘約 929,000港元的餘額以現金結算。

6. 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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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151 112,770

應付票據 10,211 14,428
  

122,362 127,198
  

大多數主要供應商要求對購買貨品支付預付款項。於兩個報告期間，本集團主

要供應商授予的信貸期介乎 15至 6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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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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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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60 7,179

31至 90日 969 2,076

91至 365日 8,267 5,936

1年至 2年 2,317 2,442

2年至 3年 75,991 75,791

3年以上 20,047 19,346
  

112,151 112,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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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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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7 3,243

應計開支 4,077 5,363

按金 2,634 3,285

增值稅及其他應付稅項 10,923 1,630

應付股東款項 5,057 5,057

應付前董事租金 — 2,422

其他 31,502 3,966

應付重慶聖商款項 158 158

來自一名股東的貸款 — 25,445
  

56,848 50,569
  

8. 借款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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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2 8,532

其他借貸 236,090 364,495
  

244,872 373,027

流動
銀行借款 4,900 4,000

其他借貸 88,706 23,579
  

93,606 27,579
  

338,478 40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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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收入及分部資訊

(i) 收入

本集團的主營活動為於中國從事家用電器、手提電話及電腦及進口及一般

商品零售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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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貨物及服務類別

貨物銷售 161,250 115,017

提供服務

—維護及安裝服務 590 3,406
  

總收入 161,840 118,423
  

收入確認時間

時間點 161,840 118,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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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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投資物業的租金收入 1,078 1,053

保養及維修服務 3,340 2,193

其他 470 820
  

4,888 4,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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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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售商品成本 145,351 111,240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12,151 21,117

使用權資產攤銷 9,855 11,192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405 5,036

投資物業折舊 507 346

無形資產攤銷 79 77

廢舊存貨撥備╱（撥回） 727 (870)

貿易應收賬款減值撥備 84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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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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財務成本

－銀行借款的利息開支 89 —

－第三方及關聯方墊款的利息開支 8,988 11,047

－應付債券的利息開支 249 273

－外匯淨虧損 — 2

租賃負債的利息開支 3,340 3,213
  

12,666 14,535

豁免支付利息 — (8,053)
  

12,666 6,482

財務收入

－銀行存款的利息收入 (13) (264)
  

財務成本－淨額 12,653 6,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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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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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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56
  

(a) 香港利得稅

由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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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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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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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人民幣千元） (26,122) (55,461)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千股） 159,311 131,639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人民幣） (0.16) (0.42)
  

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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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

虧損。

15. 中期股息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宣派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二零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且董事並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的任何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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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訴訟及或然事項

(a) 曹寬平先生針對本集團提出的訴訟

i.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前董事曹寬平先生對本集團

提起法律訴訟，就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非法終止僱傭合約尋求賠償人民

幣 3,600,000元。曹寬平先生將索賠增加至人民幣 4,800,000元，亦就二

零一九年三月的薪金提出索賠。根據揚州市邗江人民法院於二零二零年

十月三十日發出的法院命令，本集團附屬公司揚州滙銀科技集團有限公

司應支付曹寬平先生二零一九年三月未發工資人民幣 64,367.8元，但駁

回曹寬平先生其他訴訟請求。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附屬

公司揚州滙銀家電有限公司的存貨人民幣 4,527,000元已被查封三年，

以待法律訴訟的結果。此案件在揚州中級法院進一步審理中。

ii.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前董事曹寬平先生對本集

團提起法律訴訟，索要未付薪金人民幣 200,000元及保險費 1,075,278

美元（相當於人民幣 7,488,000元）。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該附

屬公司終止與曹寬平先生的僱傭合約。根據揚州市邗江人民法院於二

零二零年十一月十七日發出的法院命令，揚州滙銀家電有限公司應支

付曹寬平先生二零一九年的商業保險 358,426美元與二零一九年一月與

二月未支付的工資人民幣 20萬元，但駁回曹寬平先生其他訴訟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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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揚州滙銀家電有限公司所持賬面總值人

民幣 34,284,000元的若干使用權資產人民幣 1,925,000元、樓宇人民幣

22,478,000元及投資物業人民幣 9,930,000元被凍結三年，以待法律訴

訟的結果。此案件正在揚州中級法院進一步審理中。

於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獲批准日期，上述 (i)及 (ii)訴訟仍在進行，最

終結果有待法院作出最終判決而定。

(b) 本集團對供應商的訴訟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繼續向兩名供應商索海及

致普提出法律訴訟，以收回於過往年度向彼等作出的預付款項合共人民幣

355,371,000元。鑒於法律訴訟的不確定性及對索海及致普執行判決的困

難，預付款項已於去年悉數撇銷。截至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批准日期，

本訴訟仍在進一步審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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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市場回顧

今年是中國經濟持續復蘇並走向常態化的一年，是十四五規劃開局之年、兩個百年

目標交匯與戰略轉換之年。上半年，隨著疫苗接種率的提高以及限制措施的解除，

中國上半年經濟運行保持活躍，延續去年二季度以來的穩固復蘇趨勢，宏觀經濟運

行穩中向好，生產需求持續擴大，就業物價基本穩定，微觀基礎明顯改善，市場預

期不斷向好。

業務回顧

本報告期內，宏觀經濟穩中向好的趨勢下，作為家電零售企業，本集團所經營門店

客流量逐漸恢復，加之集團持續推進異業聯盟、售後與物流支持、企業文化、信息

化系統、數據化、內控體系等多方面的優化與完善，本集團在如下方面持續推進工

作：

1. 「1+1>2」疊加效應逐漸顯現

報告期內，本集團充分發揮控股子公司安徽四海匯銀家電銷售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安徽四海」）豐富的家電運營、營銷能力及管理經驗，管理團隊憑藉多年深耕

家電行業經驗，有利推動門店精細化管理，帶領團隊實現既定銷售目標，資源

整合與有效利用效果明顯，「1+1>2」疊加效應逐漸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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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效利用家電再下鄉政策，穩進佈局農村增量市場

二零二一年一月，商務部、發改委、工信部等 12部門發佈《關於提振大宗消費

重點消費促進釋放農村消費潛力若干措施的通知》，提出要促進家電家具家裝消

費，激活家電家具市場，鼓勵有條件的地區對淘汰舊家電家具並購買綠色智能

家電、環保家具給予補貼。家電再下鄉政策有望通過農村家庭更新需求牽引家

電銷售熱潮，深化空調和油煙機等家電的農村滲透率。同時，家電在科技加持

下不斷升級選代，持續向智能化、環保節能化家電演變，家電更新需求逐步凸

顯。

本集團深耕在三、四線城市家電零售行業多年，實時關注相關宏觀及家電行業

政策，充分研究家電再下鄉政策，敏銳捕捉政策對農村市場的增量作用，持續

佈局農村增量市場，對於進入更新換代週期的冰洗空白電及其它品類家電實行

不同的營銷策略，有效獲取增量空間時，穩步推進現有市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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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供需升級下，加碼多元化家電產品

政策端，國家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全面促進高質量消費；需求

端，國內新中產邊緣人群約 1.8億，中產家庭數量達至約 3,320萬戶；技術端，

5G、物聯網快速發展，高端家電滲透加速。多方利好政策之下，家電中高端產

品逐漸被引流。

上述背景之下，本集團在報告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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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精選健康智能類家電產品，並側重對家電產品

技術功能融合及系統性構建。同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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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冰洗空白電推出中高端產品，廚電

類，不斷引入集成灶、洗碗機及嵌入式產品，實行多元化家電營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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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入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入約為人民幣 161.8百萬元，較截

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118.4百萬元增加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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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貨物及服務類別

貨物銷售 161,250 115,017

提供服務

－維護及安裝服務 590 3,406
  

總收入 161,840 118,423
  

銷售成本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銷售成本約為人民幣 145.7百萬元，

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111.8百萬元增加 30.3%，乃由於銷

售規模增加所致。



– 28 –

毛利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毛利約為人民幣 16.2百萬元，較截至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6.6百萬元增加 145.5%。

其他收入

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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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百萬

元，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4.1百萬元增加 19.5%。

其他收益

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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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百

萬元，而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其他淨收益約為人民幣 1.1百萬元。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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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百萬元，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31.5百萬元減少

19.7%。

行政開支

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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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百萬

元，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30.7百萬元減少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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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虧損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經營虧損約為人民幣 16.4百萬元，較截至二

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50.4百萬元減少 67.5%。

財務成本－淨額

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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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百萬

元，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6.2百萬元增加 105%。

所得稅前虧損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所得稅前虧損約為人民幣 29百萬元，而截至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則約為人民幣 56.6百萬元。

所得稅開支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所得稅開支約為人民幣 18,000元，

而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則約為人民幣 56,000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

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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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百萬元，而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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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百萬元。



– 30 –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約為人民幣 31.2百萬元，

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50.9百萬元減少 38.7%。

存貨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存貨約為人民幣 52.1百萬元，較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56.1百萬元減少 7.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約為人民幣

25.9百萬元，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54.4百萬元減少 52.3%。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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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10.7百萬元減少 24.3%。

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約為人民幣 122.4百

萬元，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127.2百萬元減少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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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負債比率及計算基準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為 186.3%，而於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則為 17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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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受限制現金除外）約為人民

幣 19百萬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36百萬元）。

本集團流動負債淨額約為人民幣 257.4百萬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

幣 140.3百萬元），其包括流動資產約人民幣 117.4百萬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約人民幣 172.1百萬元）及流動負債約人民幣 374.8百萬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312.4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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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計息借款約為人民幣 338.5百萬元，較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的約人民幣 400.6百萬元有所減少。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

借款以人民幣及美元計值，固定利率介乎 5%至 6.5%。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按認購價每股認購股份 1.14港元配發

及發行 36,546,624股新股份予認購人。認購事項所得款項淨額約為 691,000港元。

所得款項淨額用於結算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以及本集團的一般營運資金。詳

情載於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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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賬面淨值總計約人民幣 173百萬元的若干土地使用權、

樓宇及投資物業已予抵押。

投資物業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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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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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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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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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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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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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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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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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 355名僱員，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的 275名僱員增加 29.1%。

重大投資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其公平值佔本集團資產總值超過

5%的重大投資。

未來重大投資與固定資產計劃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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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

的任何重大收購及出售。

未來展望

整體來看，下半年中國經濟有望維持復蘇，房地產行業亦在恢復增長，與家電行業

密切相關的住宅建設再次升溫，統計數據顯示，今年三月住宅竣工面積、商品住

宅銷售面積累計值分別同比提升 27.1%、95.5%，較二零一九年同期提升 6.47%、

24.58%，將有效拉動配套產品廚電和白電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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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內需拉動下，致力消費+產品雙升級

根據國家統計局，二零一六年－二零二零年，我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人民

幣 2.38萬元上升至人民幣 3.22萬元。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價格因素後

實際增長可達到 2.1%。居民消費水平不斷提升，助力家電行業消費升級。根據

《2020年中國家電市場報告》，二零一五年－二零二零年，我國每用戶年均線上

家電消費額從人民幣 1,469元上升至人民幣 2,218元，反映出消費者購物習慣的

改變以及對線上家電投入的增加。同時，家電消費者結構的變化也在影響家電

需求的變化。根據《2020年中國家電市場報告》，二零二零年，我國近 60%的家

電消費者年齡在 35歲以下，在 5G、物聯網發展趨勢之下，新一代消費者追求智

能化、個性化、精細化，樂於接受具備高顏值、新功能、高品質的產品，助推

中國家電消費的品質升級。

未來，在家電產品的需求變化下，產品將不斷升級：(1)家電產品細分功能多樣

化、個性化。洗碗機、掃地機器人、洗地機等產品走俏；集成化趨勢下，集成

灶、蒸烤一體機、多功能料理機等產品大賣；網紅文化帶動下，美容儀、沖牙

器、捲髮器等美容產品和高顏值的小家電產品走紅。(2)家電產品健康化。疫情

催化下，健康概念備受關注，多款助力健康的家電產品快速升溫。(3)家電產品

智能化。隨著物聯網、人工智能的發展，智能家居逐漸興起，從冰箱、洗衣機

等家電產品可以被遠程控制，到具備交互、自學習、舒適調節、健康監管等功

能的AI智能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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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本集團將注重家電產品、消費升級，集中門店家電產品升級的營銷，同

時，不斷研究家電產品更新選代趨勢，適時推出適合多年齡段的家電產品，充

分利用家電行業自身選代優勢。

2. 持續推進零售渠道變革

近年來，隨著 5G、互聯網發展，網購方式逐漸深入居民生活。根據國家統計

局，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佔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比重快速增加，二零二零年達

到 24.9%，較二零一五年上升 14.1個百分點。就家電消費而言，家電網上零售

額佔比增長速度快於整體實物商品。

此外，疫情的爆發加速家電行業渠道變革，線上線下加速融合。二零二零年，

由於疫情限制，原本依賴於線下消費的消費者逐漸養成線上購物的消費習慣，

家電行業線上線下渠道已出現平分天下的局面。根據《2020年中國家電市場報

告》，二零二零年線上渠道家電產品零售額佔比達到 50.4%，首次超過線下渠道

產品零售額佔比。隨著疫情影響消退，線上線下渠道加速融合，線下渠道的活

力被重新喚醒，二零二零年第四季度線下渠道家電產品零售額重新超過線上渠

道。根據全國家用電器工業信息中心，家電產品線下渠道在二零二一年第一季

度延續了二零二零年第四季度的增長勢頭，線下零售額達到人民幣 872.7億元，

同比增長 47.4%；而家電產品線上渠道銷售規模為人民幣 769.1億元，同比增長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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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零售渠道變革下，本集團作為三、四線城市家電零售商，將緊跟時代潮流，

一方面深入研究線上線下新零售模式對於家電行業可持續發展的推動作用，另

一方面加碼推進渠道變革，加速線上與線下相融合，充分發揮線上與線下渠道

各異優勢，致力於家電零售業績提升。

3. 建立數據處理賦能中台，推動數字化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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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數據處理賦能中台，借助數據處理賦

能中台解決信息流通、數據共享的問題，讓品類規劃能夠更加準確和清晰，讓

營銷活動可以進行更有效的數據分析，從而加快精準的營銷決策，提升企業競

爭效率；同時通過數字化建設驅動全域營銷提速；此外，數據處理賦能中台

下，通過機器人及多渠道的佈局，完善客戶畫像，達到客戶信息數字化，精準

定位，精準營銷，定制開發。同時，本集團將甄選智能家電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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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提升顧客需求為核心的數字化體驗，形成以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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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線+線下消費者購買環節有機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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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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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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委員會

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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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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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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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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

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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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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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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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發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

本公司的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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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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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