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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的特色

GEM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於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中小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
場。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

由於GEM上市公司一般為中小型公司，於GEM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的證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
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於GEM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報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
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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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告之資料乃遵照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合寶豐年控股有
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之資料；本公司董事（「董事」）願就本報告共同及個別地承
擔全部責任。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準
確完備，並無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其他事項，足以令致本報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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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董事會

執行董事
黃小冬先生（主席）
肖健生先生（行政總裁）

非執行董事
李建基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毛國華先生
劉澤星先生
何顯聰先生

董事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
何顯聰先生（主席）
毛國華先生
劉澤星先生

薪酬委員會
劉澤星先生（主席）
肖健生先生
毛國華先生
何顯聰先生

提名委員會
毛國華先生（主席）
肖健生先生
劉澤星先生
何顯聰先生

合規主任

肖健生先生

法定代表

黃小冬先生
温漢強先生

公司秘書

温漢強先生

開曼群島註冊辦事處

Windward 3, Regatta Office Park
P.O. Box 1350, Grand Cayman
KY1-1108, Cayman Islands

總辦事處

中國
廣東省中山市
民眾鎮新平路
東成工業園

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九龍觀塘
創業街31號LT Tower
9樓2室

核數師

國衛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執業會計師
香港中環畢打街11號
置地廣場告羅士打大廈3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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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顧問

陳馮吳律師事務所（與世澤律師事務所聯營）
香港灣仔港灣道30號
新鴻基中心41樓4101-04室

合規顧問

富比資本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駱克道188號
兆安中心26樓

開曼群島主要股份過戶登記處

Ocorian Trust (Cayman) Limited
Windward 3, Regatta Office Park
P.O. Box 1350, Grand Cayman
KY1-1108, Cayman Islands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54樓

主要往來銀行

中國工商銀行
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8406

公司網站

www.alpha-era.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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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董事」）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內」）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
比較數字如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5 83,891 75,766 147,016 124,255
銷售成本 (61,559) (53,518) (110,198) (90,523)
      

毛利 22,332 22,248 36,818 33,732
其他收入及收益 6 723 127 752 416
分銷及銷售開支 (10,292) (4,569) (14,836) (8,354)
行政開支 (4,569) (3,706) (9,106) (6,998)
融資成本 7 (509) (858) (996) (1,302)
      

除稅前溢利 7,685 13,242 12,632 17,494
所得稅開支 8 (2,102) (2,042) (3,214) (2,932)
      

期內溢利 9 5,583 11,200 9,418 14,562

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扣除所得稅

隨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 
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346) (123) (315) 801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346) (123) (315) 801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5,237 11,077 9,103 15,363
      

人民幣分 人民幣分 人民幣分 人民幣分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 10 0.70 1.40 1.18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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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 21,594 21,855
使用權資產 19,388 20,244
無形資產 13 505 544
遞延稅項資產 1,218 1,414
    

42,705 44,057
    

流動資產
存貨 58,821 52,36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4 68,958 32,137
可收回稅項 – 128
現金及銀行結餘 30,272 52,114
    

158,051 136,740
    

資產總值 200,756 180,797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5 43,390 33,262
租賃負債 3,698 3,284
流動稅項負債 2,056 1,274
    

49,144 37,820
    

流動資產淨值 108,907 98,920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51,612 142,977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7,902 18,810
遞延稅項負債 2,701 2,261
    

20,603 21,071
    

資產淨值 131,009 121,906
    

資本及儲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6 6,969 6,969
儲備 124,040 114,937
    

131,009 12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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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特別儲備 法定儲備
外幣換算

儲備 保留溢利 權益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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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的結餘（經審核） 6,969 26,558 17,429 8,067 859 62,024 121,906

期內溢利 – – – – – 9,418 9,418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 – – – – (315) – (315)
        

期內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 – – – (315) 9,418 9,103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的結餘 
（未經審核） 6,969 26,558 17,429 8,067 544 71,442 131,009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的結餘（經審核） 6,969 26,558 17,429 6,529 1,944 45,433 104,862

期內溢利 – – – – – 14,562 14,562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 – – – 801 – 801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801 14,562 15,363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結餘 
（未經審核） 6,969 26,558 17,429 6,529 2,745 59,995 12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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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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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現金流量
除稅前溢利 12,632 17,494
調整：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094 885
使用權資產折舊 2,045 1,889
無形資產攤銷 55 53
利息收入 (26) (22)
融資成本 996 1,30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淨額 (529) (3)

   

16,267 21,598
營運資金變動
存貨增加 (6,460) (9,92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增加 (36,821) (8,831)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增加 10,128 14,261
   

經營（所用）╱所得現金 (16,886) 17,104
已付所得稅 (1,125) (2,938)
   

經營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18,011) 14,166

投資活動現金流量
已收利息 26 22
物業、廠房及設備付款 (1,129) (6,30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825 4
無形資產付款 (18) –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296) (6,280)
   

融資活動現金流量
租賃負債之本金部份 (1,671) (1,185)
租賃負債之利息部份 (996) (1,302)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2,667) (2,48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額 (20,974) 5,399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2,114 44,447
外匯匯率變動影響淨額 (869) 490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0,271 5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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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合寶豐年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乃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三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在開曼群島註
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

本公司股份已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七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上市。其母公
司及最終控股公司為Nonton Limited（「Nonton」），該公司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註
冊成立的有限公司並由李景新先生（「李先生」）全資擁有。

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地址及主要營業地點分別為Windward 3, Regatta Office Park, P.O. Box 1350, 
Grand Cayman, KY1-1108, Cayman Islands及香港九龍觀塘創業街31號LT Tower 9樓2室。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充氣產品
及相關附屬品。

載入本集團各附屬公司財務報表內的項目使用各實體營運所在的主要經濟環境的貨幣（「功能貨
幣」）計量。本公司之功能貨幣為港元（「港元」）。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人民幣（「人民幣」）呈
列，湊整至千位，有別於本公司的功能貨幣，乃由於本集團的主要營運大部分以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為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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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呈列基準

本集團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符合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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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及GEM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條文的
會計政策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

本集團於本期間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新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與新型冠狀病毒相關的租金寬減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利率基準改革－第二階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3. 估計

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時，管理層須對未能從其他途徑即時知悉的資產及負債賬面值作出估計及假
設。該等估計及相關假設乃根據過往經驗、未來預期及被認為相關之其他因素作出。實際結果或
會與該等估計有所不同。

該等估計及相關假設會持續檢討。會計估計的修訂乃於修訂估計之期間（若修訂僅影響該期間）或修
訂期間及未來期間（若修訂影響當期及未來期間）予以確認。

於編製本中期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時，管理層就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所作出的重大判斷及
估計不明朗因素的主要來源與應用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時相
同。

4. 財務風險管理及金融工具

4.1 財務風險因素

本集團面對不同財務風險：利率風險、信貸風險及流動資金風險。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
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規定的所有財務風險管理資料及披露事項，故應與本集團於二零二
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自年末以來，風險管理政策概無任何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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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流動資金風險

與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相比，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
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述本集團的流動資金及資金風險管理政策及常規並無重大變動。

4.3 公平值估計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按公平值計量的任何
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

應收款項及應付款項的賬面值與其公平值合理相若。就披露而言，金融負債的公平值按未
來合約現金流量以本公司類似金融工具可得的現行市場利率貼現估計。

5. 收入及分部資料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規定須根據本公司執行董事，即主要營運決策人就資源分派及表
現評估所定期審閱的內部財務報告識別及披露經營分部的資料。據此，本集團已釐定經營分部僅
有一個，即製造及銷售充氣產品及相關附屬品。

由於此乃本集團唯一的經營分部，故概無呈報分部資料作進一步的分析。

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來自客戶的收入
－銷售充氣產品及相關附屬品 83,577 75,742 146,232 123,798
－分包工作收入 314 24 784 457

     

83,891 75,766 147,016 12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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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

下表載列本集團外部客戶收入地理位置資料。收入地理位置乃根據客戶地點而定。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中國 8,721 7,052 14,265 18,123
－歐洲 12,153 4,703 30,736 15,300
－澳洲及大洋洲 2,306 637 2,821 637
－北美洲 39,631 47,806 61,915 51,530
－亞洲 20,821 15,568 37,020 38,650
－中南美洲 259 – 259 15
     

83,891 75,766 147,016 124,255
     

6. 其他收入或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18 12 26 22
補助及補貼 167 106 167 311
其他 538 9 559 83
     

723 127 752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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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租賃負債利息 509 858 996 1,302
     

8. 所得稅開支

於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內的所得稅開支金額指：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1,040 503 1,442 912
中國企業所得稅 571 1,425 1,136 1,820

遞延稅項 491 114 636 200
     

2,102 2,042 3,214 2,932
     

本集團按16.5%之稅率繳納香港利得稅。

於兩個年度內，除非優惠稅率適用，否則中國附屬公司按稅率25%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本公司
在中山區的一間全資附屬公司註冊為高新技術企業，於二零二零年至二零二二年3年期間可享受
15%之優惠企業所得稅率。

於其他司法權區產生的稅項按有關司法權區內的現行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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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期內溢利

期內溢利乃經扣除下列各項後得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61,559 53,518 110,198 90,523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730 443 1,094 885
使用權資產折舊 1,052 1,057 2,045 1,889
無形資產攤銷 27 27 55 53
匯兌虧損淨額 519 99 664 48
短期租賃開支 10 3 18 6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18,515 11,328 31,970 19,958
向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213 196 2,335 566
     

19,728 11,524 34,305 2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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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每股盈利

計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乃基於以下數據：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5,583 11,200 9,418 14,562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千股 千股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800,000 800,000 800,000 800,000

     

由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概無已發行攤薄潛在普通股，故每股已
攤薄盈利等於每股基本盈利。

11. 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二零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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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物業、廠房及設備

租賃
物業裝修 廠房及機器 汽車 家俱及設備 電腦設備 在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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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成本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8,461 15,221 1,307 357 2,471 13,519 41,336
添置 296 1,248 – – 35 (450) 1,129
出售 – (1,520) – – – – (1,520)
轉撥 – 8,506 – – – (8,506) –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 8,757 23,455 1,307 357 2,506 4,563 40,945
        

累計折舊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7,030 9,770 703 244 1,734 – 19,481
折舊開支 107 698 55 12 222 – 1,094
出售時抵銷 – (1,224) – – – – (1,224)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 7,137 9,244 758 256 1,956 – 19,351
        

賬面值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 1,620 14,211 549 101 550 4,563 21,594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1,431 5,451 604 113 737 13,519 21,855
        

13. 無形資產

於期內，本集團就收購無形資產花費約人民幣18,000元（二零二零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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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 49,269 18,122
減：信貸虧損撥備 (52) (52)
   

49,217 18,070
可退還增值稅 4,236 2,449
已付按金 6,032 1,234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9,473 10,384
   

68,958 32,137
   

授予客戶的信貸期限各有不同且一般為個別客戶與本集團磋商的結果。本集團一般授出信貸期介
乎0至180日。就逾期應收款項並不收取利息。

以下為按發票日期呈列的貿易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30日 21,252 11,656
31－60日 9,497 6,414
61－90日 7,089 –
91－120日 11,103 –
121－365日 276 –
   

49,217 18,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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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24,927 17,314
合約負債 6,677 3,109
應計薪金及其他福利 7,159 8,457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4,627 4,382
   

43,390 33,262
   

貿易應付款項不計息且本集團通常授出信貸期介乎30至90日。

以下為按發票日期呈列的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30日 14,448 7,059
31－60日 10,098 7,628
61－90日 48 2,220
91－120日 167 217
121－365日 27 70
365日以上 139 120
   

24,927 17,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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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股本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中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的股本結餘為本公司已發行股本。本公
司的法定以及已發行及繳足股本的詳情概述如下：

普通股數目 股本 股本
千港元 人民幣千元

    

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1,000,000,000 1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800,000,000 8,000 6,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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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及展望

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充氣產品及相關附屬品。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成立，於設計、製造及營銷高質
量充氣遊樂產品及其他充氣產品方面擁有逾15年經驗。本集團於廣東省中山市東城工業園的生產基地製
造其產品。本集團致力於對其所有產品實行高質量標準，並於生產過程遵循嚴格質量控制程序。透過多年
營銷及推廣努力，充氣產品已以若干品牌廣泛銷售於不同海外市場。

回顧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本集團於期內錄得總收入約為人民幣147,016,000元，較二零二零年相應期間的
約人民幣124,255,000元增加約人民幣22,761,000元或18.3%。期內溢利約為人民幣9,418,000元，較二
零二零年相應期間的溢利約人民幣14,562,000元減少約人民幣5,144,000元或35.3%。期內溢利減少乃主
要由於與二零二零年相應期間相比，毛利率由約27.1%減少至約25.0%以及運輸及交通費用大幅增加。

展望二零二一年下半年，本集團預計充氣遊樂產品的銷售收入將保持穩定增長。隨著河源市及永州市的新
生產基地的生產效率提高，本集團將繼續專注於技術改進以降低生產成本。

財務回顧

收入

本集團於本期間收入為約人民幣147,016,000元，相較二零二零年相應期間的收入約人民幣124,255,000
元增加約人民幣22,761,000元或18.3%。於本期間來自銷售帶鼓風機的充氣遊樂產品的收入為約人民
幣130,183,000元（二零二零年：約人民幣109,805,000元），比較二零二零年相應期間增加約人民幣
20,378,000元或18.6%，佔本集團總收入約88.6%（二零二零年：88.4%）；本期間來自銷售其他充氣產品
的收入約為人民幣393,000元（二零二零年：約人民幣1,415,000元），比較二零二零年相應期間減少約人
民幣1,022,000元或72.2%，佔本集團總收入約0.3%（二零二零年：約1.1%）；本期間來自銷售電子太陽能
產品的收入為約人民幣8,430,000元（二零二零年：約人民幣7,132,000元），比較相應期間增加約人民幣
1,298,000元或18.2%，佔本集團總收入約5.7%（二零二零年：約5.7%）；本期間來自銷售充氣產品相關附
屬品及分包工作的收入為約人民幣8,010,000元（二零二零年：約人民幣5,903,000元），比較相應期間增加
約人民幣2,107,000元或35.7%，佔本集團總收入約5.4%（二零二零年：約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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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期間本集團按地理位置劃分的收入分析載列於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5。

銷售成本

期內銷售成本約人民幣110,198,000元，較二零二零年相應期間約人民幣90,523,000元增加約人民幣
19,675,000元或21.7%，與收益增加基本一致。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於本期間錄得毛利約為人民幣36,818,000元，較二零二零年相應期間毛利增加約人民幣3,086,000
元或9.1%（二零二零年：約人民幣33,732,000元）。本期間毛利率為約25.0%，較二零二零年相應期間毛
利率減少約2.1%（二零二零年：約27.1%）。

其他收入及收益

本期間其他收入及收益總額為約人民幣752,000元，較相應期間其他收入及收益增加約人民幣336,000元
或80.8%（二零二零年：約人民幣416,000元）。增加主要由於雜項收入及收益增加約人民幣476,000元；
部分被自中國政府獲得的補助金及津貼減少約人民幣144,000元所抵銷。

分銷及銷售開支

本期間分銷及銷售開支總額為約人民幣14,836,000元（二零二零年：約人民幣8,354,000元），較二零二零
年相應期間分銷及銷售開支增加約人民幣6,482,000元或77.6%。該增加主要由於本集團(i)運輸及交通費
用增加約人民幣3,542,000元；(ii)廣告及促銷開支增加約人民幣1,046,000元；及(iii)佣金及售後服務開支
增加約人民幣1,429,000元。

行政開支

本期間行政開支為約人民幣9,106,000元（二零二零年：約人民幣6,998,000元），較二零二零年相應期間行
政開支增加約人民幣2,108,000元或30.1%。增加主要由於(i)僱員及福利開支增加約人民幣527,000元；(ii)
水電及辦公費用增加約人民幣693,000元；及(iii)匯兌虧損淨額增加約人民幣616,000元。



22合寶豐年控股有限公司 • 2021年中期報告

融資成本

本集團於本期間錄得租賃負債的利息為約人民幣996,000元，較二零二零年相應期間減少約人民幣
306,000元或23.5%（二零二零年：約人民幣1,302,000元）。

本期間溢利

本期間溢利約為人民幣9,418,000元，較相應期間溢利減少約人民幣5,144,000元或35.3%（二零二零年：
約人民幣14,562,000元）。

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付於本期間的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二零年：無）。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資本架構及資產負債比率

本集團主要通過營運產生的現金及本公司股東出資的股權為其流動資金及財務需求提供資金。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約為人民幣131.0百萬元（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21.9百萬元）。

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的流動比率為約3.22，而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流動比率為約
3.62。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的速動比率為約2.02，而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速動比率為
約2.23。由於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尚未償還借款，資產負債比率並
不適用。董事相信，本集團的財務狀況穩健，有能力擴充其核心業務並達成業務目標。

所持重大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以及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未來計劃

於本期間，本公司概無持有重大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本集團並無有關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任何計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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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就銀行借貸或其他目的抵押資產（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零）。

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經營一個業務分部，為銷售充氣產品及相關附屬品。

承擔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有任何重大資本承擔（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約人民幣863,000元）。

外匯風險

由於本集團大部分收入以美元計值但本集團所生產的產品成本以人民幣計值，人民幣與美元之間匯率的任
何重大波動均可能對其業務經營業績產生重大影響。由於本集團的業務擴展至海外市場，本集團將繼續產
生以人民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大量銷售、資產及負債。在此情況下，本集團可能會面臨與匯率以及其資產
及負債的計值貨幣有關的風險。人民幣貶值可能會使本集團需要使用更多人民幣以償付相同金額的外幣負
債，或若外幣兌人民幣貶值，則可能導致於結算日所收應收款項金額遠低於合約中的人民幣金額。

經考慮成本效益及參考業務模式後，本集團現時並無制定任何正式外匯對冲政策或於報告期間並無進行指
定或擬用來管理有關匯率風險的對沖活動。由於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本集團降低外匯風險的能力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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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務政策

本集團面臨的信貸風險主要來自貿易應收款項及銀行存款。貿易應收款項來自與本集團具有良好收款往績
記錄的客戶。就貿易應收款項而言，本集團已採納僅與具有合適信用記錄的客戶進行交易的政策，以降低
信貸風險。概無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確認呆賬撥備，原因為有關客戶進
行後續結付或並無付款違約歷史且有關金額仍被視為可收回。

銀行存款主要為存放於由國際信貸評級機構評為具有良好信貸評級或信譽良好的銀行。就銀行存款而言，
本集團採納僅與具有良好信貸質素的交易對手進行交易的政策。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987名全職僱員（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26名）。本集團大部
分僱員位於中國。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總僱員薪酬（包括董事薪酬）為約人民幣
34,305,000元（二零二零年：約人民幣20,524,000元）。

本集團根據香港及中國適用勞動法律與其僱員各自訂立個別僱傭合約。本集團為其僱員提供各種福利，包
括酌情花紅、社會保險保費供款及住房公積金，以及強積金供款。本集團亦提供根據購股權計劃而可能授
予僱員的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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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定義
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352條須存置之登記冊內之權益及淡倉，或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條至5.67條所述上市發行人董
事進行交易之必守標準（「交易必守標準」）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普通股之好倉

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姓名 身份╱權益性質 相關股份數目 股權百分比
（附註2）

    

李建基先生（附註1） 於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172,244,000 21.53%
    

附註：

(1) 李建基先生（「李建基先生」）實益擁有Blink Wishes Limited全部股本。因此，就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李建
基先生被視為或當作於Blink Wishes Limited所持有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2) 有關百分比乃按於本報告日期之800,000,000股已發行股份計算。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概無於本公司或
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任何記錄於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存置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交易必守標準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
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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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及其他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就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所知，及根據聯交所網站備存之公開記錄及本公司保存
之記錄，下列人士或法團（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之登記冊內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普通股之好倉：

姓名 身份╱權益性質 相關股份數目 股權百分比
（附註4)

    

Nonton 實益擁有人 427,756,000 53.47%
李先生（附註1） 於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427,756,000 53.47%
翟女士（附註2） 配偶權益 427,756,000 53.47%
Blink Wishes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172,244,000 21.53%
羅女士（附註3） 配偶權益 172,244,000 21.53%
    

附註：

(1) 李先生實益擁有Nonton全部股本。因此，就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李先生被視為或當作於Nonton所持有
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2) 翟麗紅女士（「翟女士」）為李先生之配偶。因此，就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翟女士被視為或當作於李先生擁
有權益的相同數目股份中擁有權益。

(3) 羅小玲女士（「羅女士」）為李建基先生之配偶。因此，就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羅女士被視為或當作於李建
基先生擁有權益的相同數目股份中擁有權益。

(4) 有關百分比乃按於本報告日期之800,000,000股已發行股份計算。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董事並不知悉任何人士或法團（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除外）
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之條文向本公司披露或任何記
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本公司須存置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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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依照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的書面決議案，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有條件採
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旨在就合資格參與者對本集團的貢獻向其提供額外獎勵及╱或使本集
團能夠吸引及挽留對本集團有價值的最佳人選。

自購股權計劃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獲採納起直至本報告日期概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購股權。

競爭及利益衝突

本期間董事、本公司控股股東或主要股東及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概無從事與本集團業務（定義見GEM上
市規則）直接或間接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或與本集團有任何其他利益衝突的任何業務。

合規顧問的權益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經本集團合規顧問富比資本有限公司（「合規顧問」）確認，除本公司與合規顧問
訂立的合規顧問協議外，概無合規顧問或其董事、僱員或緊密聯繫人擁有任何與本公司有關且根據GEM
上市規則第6A.32條須知會本集團的權益。

董事的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採納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之操守守則。在向全體董事作出特
定查詢後，於本期間，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已遵守交易必守標準及本公司所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
操守守則。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證券

於本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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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

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已應用GEM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企管守則」）的原則及守則條文。就董事會所
知，本公司於本期間已遵守企管守則的適用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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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日成立，並以書面形式訂明其職權範圍，以符合
GEM上市規則5.28及5.29以及企管守則守則條文C.3.3及C.3.7的規定。審核委員會現時由本公司所有三名
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何顯聰先生為主席。其他成員為毛國華先生及劉澤星先生。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
為審閱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程序。

本期間未經審核簡明財務業績尚未經本公司之獨立核數師審核，但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審核委員會認為
有關業績遵守適用會計準則、GEM上市規則，並已作出充分披露。

承董事會命
合寶豐年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黃小冬

香港，二零二一年八月十二日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黃小冬先生及肖健生先生；非執行董事李建基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
事毛國華先生、劉澤星先生及何顯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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