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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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HEALTHWISE HOLDINGS LIMITED
中國智能健康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48）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中國智能健康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欣然公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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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未經
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同期之比較數字。
此等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均未經審核，惟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4 117,838 239,836

銷售成本 (71,735) (183,339)

毛利 46,103 56,497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淨額 4 (23,637) (55,759)

銷售及分銷支出 (25,640) (37,971)

一般及行政費用 (23,858) (25,901)

融資成本 5 (13,215) (12,365)

除所得稅前虧損 6 (40,247) (75,499)

所得稅抵免╱（開支） 7 1,630 (3,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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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虧損 (38,617) (79,048)

期內扣除稅項後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其後可能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10) (1,901)

－ 於出售附屬公司後重新分類至損益之 

匯兌差額 – 11,154

期內扣除稅項後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10) 9,253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38,627) (69,795)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38,617) (76,977)

非控股權益 – (2,071)

(38,617) (79,048)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38,627) (77,359)

非控股權益 – 7,564

(38,627) (69,79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基本 9 (0.49)港仙 (0.93)港仙
－攤薄 9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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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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5,127 4,903

使用權資產 10 5,868 12,074

應收貸款 11 64,500 15,00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12 3,971 18,306

遞延稅項資產 4,846 3,569

84,312 53,852

流動資產
存貨 67,303 68,939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按金及預付款項 13 53,366 51,259

應收貸款 11 217,878 248,831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12 106,714 120,275

可收回稅項 – 9

已抵押銀行存款 – 8,19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4,668 47,072

469,929 544,575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4 116,223 117,663

租賃負債 6,256 12,034

借貸 15 36,013 18,685

應繳稅項 6,152 5,158

可換股貸款票據 99,876  110,038

264,520 263,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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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資產淨值 205,409 280,99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89,721 334,849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6,092 6,256

遞延稅項負債 575 1,920

6,667 8,176

資產淨值 283,054 326,673

權益
股本 16 775,306 786,546

儲備 (492,252) (459,873)

總權益 283,054 326,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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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
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而成。

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與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之年度財務報表（「二零一九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之相同會計
政策編製，惟應用附註2所披露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所帶來
之新增會計政策以及應用下文所述與本集團相關之會計政策除外：

政府補助

除非能合理確定本集團將遵守政府補助所附帶的條件及將獲發有關補助，否則不會確認政
府補助。

政府補助於本集團將該補助擬用於補償的相關成本確認為開支的期間內，有系統地於損益
確認。

與收入有關的應收政府補助是作為已產生的開支或虧損的補償，或是旨在給予本集團即時
且無未來相關成本的財務支援，於其應收期間在損益確認。該等補助於「其他收入、收益及
虧損，淨額」項下呈列。

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的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需運用會影響政策應
用以及年內迄今資產及負債、收入及開支呈報金額的若干判斷、估計及假設。實際結果可能
與該等估計有所差異。編製財務報表時已作出重大判斷及估計的範疇披露於附註3。

除另有指明者外，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以港元（「港元」）呈列。此等未經
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載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選定說明附註。該等附註包
括對理解本集團自二零一九年年度財務報表刊發以來財務狀況及表現變動而言屬重大的事
件及交易的說明。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附註並不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編製整套財務報表所需的所有資料，並應與二零一九年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為使年度結算日與其主要股東之年度結算日（於百慕大註冊的香港上市公司）相接，於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二日，本公司宣佈將其財政年度結算日由三月三十一日更改為十二月三十一日，
以呈列可比較的財務表現及狀況。

因此，涵蓋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未經審核簡明綜
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呈列的比較數字以及相關附註，與本中期期間（涵蓋二零二零年
一月一日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呈列的數
字以及相關附註不可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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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於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時，首次應用提述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概念框架修訂本及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該
等修訂本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強制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本 業務之定義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8號之修訂本
重大之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 

準則第39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7號之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

此外，本集團已提早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COVID-19相關租金優惠。

除下文所述者外，於本中期期間應用提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概念框架修訂本及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修訂本對本集團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載之財務
狀況及表現及╱或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提早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COVID-19相關租金優惠的影響及會計政策

會計政策

租賃

COVID-19相關租金優惠

對於因COVID-19疫情直接引致之租賃合約相關租金優惠，倘符合以下所有條件，本集團選
擇應用可行權宜方法，即不評估有關變動是否構成租賃修改：

(a) 租賃付款之變動使租賃代價有所修改，而經修改之代價與緊接變動前的租賃代價大致
相同，或少於緊接變動前的租賃代價；

(b) 租賃付款之任何減幅僅影響原到期日為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或之前之付款；及

(c) 租賃之其他條款及條件並無實質變動。

承租人如應用可行權宜方法將租賃優惠導致的租賃付款變動入賬，將以同一方式將應用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的變動入賬（倘變動並非租賃修改）。租賃付款的寬免或豁免被
入賬列作可變租賃付款。相關租賃負債獲調整以反映寬免或豁免的金額，並於該事件發生
的期間在損益中確認相應調整。

過渡及影響概要

本集團於本中期期間提早應用修訂本。有關應用對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的期初累計虧損並
無影響。本集團於本中期期間於損益確認因租金優惠一百一十七萬港元而導致的租賃付款
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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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所用判斷及估計

於編製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的過程中，管理層於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時作
出的重大判斷及估計不確定因素的主要來源與二零一九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應用者相同。

4. 收入、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淨額以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玩具及中藥保健品之銷售、放債業務及投資金融工具。期內已確認之收入
及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淨額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合約收入
銷售貨品 102,637 227,973
利息收入 15,201 14,263
股息收入及出售金融工具之收益或虧損，淨額 – (2,400)

117,838 239,836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淨額
利息收入 8 127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公平值虧損 (18,090) (51,304)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 4,051
貸款、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虧損，淨額 (7,736) (8,232)
政府補助 800 –
租金優惠 1,170 –
其他 211 (401)

(23,637) (55,759)

94,201 184,077

本集團已根據定期呈報予本集團主要經營決策者（「主要經營決策者」）作表現評估及資源
分配用途之內部財務資料識別其營運分部及編製分部資料。本集團已根據其營運識別出以
下可報告分部：

• 自有品牌製造玩具：自有品牌玩具銷售

• 中藥保健品：中藥保健品銷售

• 放債業務：提供貸款

• 投資金融工具：金融工具投資

消費類電子產品分部已經於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七日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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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分部收入及業績
分部收入指源自外部客戶之收入。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進行分部間銷售。由於公司收入及開支並未計入主要經營決策
者評估分部表現時使用之分部（虧損）╱溢利計量內，故並無分配至營運分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自有品牌
製造玩具 中藥保健品 放債業務

投資金融
工具

可報告
分部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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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客戶收入 44,641 57,996 15,201 – 117,838

除所得稅前分部虧損 (3,691) (2,146) (1,710) (18,641) (26,188)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自有品牌

製造玩具

消費類

電子產品 中藥保健品 放債業務

投資金融

工具 其他

可報告

分部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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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客戶收入 179,172 – 48,801 14,263 (2,400) – 239,836

除所得稅前分部（虧損）╱溢利 (7,883) (3,300) (5,515) 8,177 (53,995) 3,712 (58,804)

未經審核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報告分部虧損 (26,188) (58,804)

利息收入 8 127
匯兌虧損，淨額 (81) –
未分配融資成本 (9,141) (11,144)
未分配公司開支
－員工成本 (3,511) (2,775)
－法律及專業費用 (1,043) (563)
－其他 (291) (2,340)

除所得稅前綜合虧損 (40,247) (75,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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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分部資產及負債

以下為本集團可報告分部資產及負債之分析：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自有品牌
製造玩具 中藥保健品 放債業務

投資金融
工具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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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資產 71,380 81,231 288,451 111,211 552,273

未分配公司資產 1,968

綜合總資產 554,241

分部負債 118,944 23,384 5,080 23,322 170,730

未分配公司負債 100,457

綜合總負債 271,187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自有品牌
製造玩具 中藥保健品 放債業務 投資金融工具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分部資產 68,346 103,107 281,299 138,811 591,563

未分配公司資產 6,864

綜合總資產 598,427

分部負債 112,217 37,266 5,494 – 154,977

未分配公司負債 116,777

綜合總負債 271,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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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本集團按地區劃分之收入資料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及香港（附註 (i)） 73,735 63,252
美利堅合眾國及加拿大 43,080 173,035
歐洲（附註 (ii)） 753 2,859
澳洲 170 106
其他 100 584

總額 117,838 239,836

附註 (i)： 利息收入、股息收入及金融工具銷售之收入乃按營業地點披露。

附註 (ii)： 產品首先付運至一歐洲國家（「裝運港口國家」），隨後由客戶分銷至不同歐
洲國家。產品最終裝船付運至目的地的資料無法獲得且獲得有關資料之成
本昂貴。董事認為，披露裝運港口國家資料屬不合宜，原因是有關披露可能
會產生誤導。

(d) 主要客戶之資料如下：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自有品牌製造玩具分部自一名外部客戶產生收
入約一千八百五十八萬六千港元，佔本集團收入超過百分之十或以上（截至二零一九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七千六百五十一萬六千港元）。

5. 融資成本

未經審核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並非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利息開支總額：
借貸利息 1,124 546
租賃負債利息 550 705
可換股貸款票據之推算利息 10,541 11,114
部分贖回可換股貸款票據之虧損（附註 (i)） 1,000 –

13,215 12,365

附註 (i)：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贖回可換股貸款票據的部分本金及應計
利息約二千一百七十萬三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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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所得稅前虧損

未經審核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除所得稅前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已售存貨成本 71,735 183,339

使用權資產折舊 7,162 6,054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797 925

7. 所得稅（抵免）╱開支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中的所得稅（抵免）╱開支之金額指：

未經審核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香港利得稅
－本期撥備 993 1,358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 2,191

遞延稅項 (2,623) –

(1,630) 3,549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估計應
課稅溢利按適用稅率計算。

8.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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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虧損

未經審核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港仙 港仙

每股基本虧損 (0.49) (0.93)

每股攤薄虧損（附註） 不適用 不適用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38,617) (76,977)

未經審核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目 7,810,647,096 8,276,728,852

附註：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來自於二零二
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尚未行使之可換股貸款票據的所有潛在
普通股具有反攤薄影響，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虧損。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使用權資產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主要是成本為九十九
萬一千港元（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二百八十一萬九千港元）的模具。本集
團已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訂立若干有關香港店舖及辦公室的租賃，因此，
於本期間已確認額外使用權資產一百一十四萬二千港元（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一千一百八十三萬二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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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貸款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放債業務產生之應收貸款 300,816 274,533
減：預期信貸虧損之累計撥備 (18,438) (10,702)

282,378 263,831

所有貸款均以港元計值。應收貸款為無抵押及按實際年利率介乎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五（二
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利率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五）計息。於報告期末，按到期日劃
分之應收貸款（扣除已確認減值虧損（如有））到期情況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資產
一年內 217,878 248,831
非流動資產
一年以上但不超過兩年 64,500 15,000

282,378 263,831

12.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包括：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於香港上市之股本證券
－非流動 – 18,306
－流動 106,714 120,275

106,714 138,581

非上市股本證券
－非流動 3,971 –

110,685 138,581

上市股本證券之公平值乃根據聯交所所報買盤價釐定。非上市股本證券之公平值乃根據使
用資產法得出的估值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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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之賬面值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34,941 39,494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18,425 11,765

53,366 51,259

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九十日 29,283 37,412

九十一至一百八十日 5,115 1,089

一百八十一至三百六十五日 313 695

三百六十五日以上 230 298

34,941 39,494

本集團之銷售均以信用狀或記賬條款進行。信貸條款會定期檢討。一般貿易條款包括信用狀、
付運前按金以及介乎三十日至九十日內的賒賬期，但對財力雄厚之業務夥伴可給予較長之
賒賬期。

14.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款 90,752 97,699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5,471 19,964

116,223 117,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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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九十日 28,153 37,888

九十一至一百八十日 4,128 3,409

一百八十一至三百六十五日 9,427 4,931

三百六十五日以上 49,044 51,471

90,752 97,699

15. 借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

銀行貸款 16,013 18,685

其他貸款 20,000 –

36,013 18,685

若干本集團銀行貸款由質押一間附屬公司之裝置及設備、存貨及應收貿易賬款作抵押。

本集團其他貸款按百分之十計息並由質押一間附屬公司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的投
資作抵押。

16. 股本

法定
每股面值十萬美元之 

可換股可累積可贖回優先股
每股面值零點一零港元之 

普通股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千美元 千股 千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及 

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40 4,000 15,000,000 1,500,000



16

已發行及繳足
每股面值十萬美元之

可換股可累積可贖回優先股
每股面值零點一零港元之

普通股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千美元 千股 千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及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未經審核） – – 7,865,458 786,546

購回及註銷股份（附註） – – (112,400) (11,240)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 – 7,753,058 775,306

附註：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購回其自身股份如下：

每股價格

購回月份

每股面值
零點一零港元
之普通股數目 最高 最低

所支付之
總代價

千股 港元 港元 千港元

二零二零年一月 19,900 0.036 0.034 700

二零二零年三月 20,150 0.029 0.026 577

二零二零年四月 17,550 0.028 0.027 480

二零二零年五月 29,850 0.030 0.028 875

二零二零年六月 52,150 0.034 0.029 1,649

139,600 4,281

在購回的一億三千九百六十萬股普通股中，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購回的九千一百三十五萬股普通股（二百七十四萬八千港元）及二千一百零五萬股普通
股（七十一萬一千港元）（合共一億一千二百四十萬股普通股（三百四十五萬九千港元））
已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註銷。購回的餘下四千八百二十五萬股普通股
（一百五十三萬三千港元）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確認為庫存股份。

本公司董事認為本公司普通股價格低於每股資產淨值，購回將提高本公司的每股資產淨值。

17.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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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有關連人士交易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與有關連人士有重大交易。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與有關連人士進行交易並有結餘，根據上
市規則，部分有關連人士亦被視作關連方。

本公司與其附屬公司之交易於合併入賬時已予抵銷，且並未於本附註披露。

與有關連人士之重大交易如下：

未經審核

交易類型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由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的一名董事之 

近親成員控制的公司
購買（附註） – 9,411

附註：  該等公司已自該董事於二零一九年五月七日辭任後不再為本集團之有關連人士。因
此，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直至二零一九年五月七日期間，金額約為九百四十一萬
一千港元之交易屬本集團之有關連人士交易。然而，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金額約為五千五百五十五萬一千港元的交易構成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所界
定的關連交易或持續關連交易。

19. 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之後及直至本公告日期，本集團之重大事項如下：

(a) 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九日，本公司訂立買賣協議，據此本公司有條件同意出售其附屬
公司LC Global Holdings Corporation之全部已發行股本，代價為一港元。有關詳情載於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九日之公告。

(b) 自COVID-19大流行爆發以來，眾多國家持續實施預防檢疫措施及旅行限制。該等措施
及COVID-19對整體經濟以及本集團（尤其是中藥保健品分部的業務營運以及北美及
歐洲自有品牌製造玩具需求）造成負面影響。因此，本集團的經營和收入可能在一定
程度上受到負面影響，影響程度取決於防控措施的效果、疫情持續時間及各項政策的
實施。

本公司將密切關注有關情況，並評估其對本集團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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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九年：
無）。

業績、業務回顧及展望

業績

董事會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日宣佈，本集團的財政年度結算日已由三月三十一
日變更為十二月三十一日。

上述變動乃為與本公司主要股東的財政年度結算日保持一致，該主要股東對本公
司擁有重大影響力，其賬目於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財政年度結算日結算。董事會認
為該變動可將因本公司與上述主要股東在財政年度結算日上的差異而使用於編製
本集團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的資源（如審核費用）減至最少。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本集團之收入較截至二零一九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相應期間」）之約二億四千萬港元減少約（「約」）百分之
五十一至約一億一千八百萬港元。本期間，毛利率約為百分之三十九，而相應期間
則約為百分之二十四。整體而言，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三千九百萬港元，而
相應期間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則約為七千七百萬港元。

業務回顧

於本期間，由於COVID-19的負面影響，本集團之收入較相應期間減少約百分之
五十一。

於本期間，自有品牌製造玩具業務貢獻收入約四千五百萬港元，而相應期間則約
為一億七千九百萬港元。於本期間，中藥保健品業務貢獻收入約五千八百萬港元，
而相應期間為約四千九百萬港元。來自COVID-19的影響部分被財政年度的變動而
抵銷，其中本期間包括農曆新年（中藥保健品業務的旺季）。放債業務於本期間貢
獻收入約為一千五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約一千四百萬港元）。投資金融工具業
務於本期間並無已變現收益或虧損（二零一九年：已變現虧損約二百萬港元）。

毛利率由相應期間的百分之二十四增加至百分之三十九，主要由於來自自有品牌
製造玩具分部的貢獻減少，其較其他分部產生較低的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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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期間，本集團錄得本期間的虧損較相應期間之約七千九百萬港元減少約四千
萬港元至約三千九百萬港元。有關虧損減少乃主要由於本期間投資金融工具的分
部虧損顯著減少至約一千九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五千四百萬港元）所致。

中藥保健品

Ace Season Holdings Limited（「Ace Season」）及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向批發商及零
售商銷售中藥及其他醫藥產品、保健品、人參及乾製海產品。Ace Season之附屬公
司之一－南北行參茸葯材有限公司自一九七七年開始從事參茸及乾製海產品之貿
易及零售業務，且「南北行」品牌名稱在香港及中國內地南方已廣受認可。

於本期間，此分部貢獻收入約五千八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四千九百萬港元）及
虧損約二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六百萬港元）。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有十
間南北行零售店（二零一九年：十一間零售店）。收入增加及業績改善乃主要由於
財政年度的變動，其中本期間包括農曆新年（中藥保健品業務的旺季）。

自有品牌製造玩具

COVID-19的爆發對我們自有品牌製造（「自有品牌製造」）業務的銷售產生負面影
響，尤其是在北美市場的銷售。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的銷售由截至
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約一億七千九百萬港元減少約百分之七十五至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約四千五百萬港元。

COVID-19帶來的經濟蕭條已導致自有品牌製造玩具分部的收益大幅下降，原因乃
消費者需求整體下降、可支配支出減少，及全國封鎖導致第二季度的商舖仍舊關閉。
在「待在家中」或「就地避難」的強制性命令下，由於商舖關閉，自有品牌製造玩具
分部90%的國內春夏訂單於四月被取消。產品銷售較相應期間相比大幅下降。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北美市場仍然是本集團主要的自有品牌製
造玩具出口市場，出口額約達四千三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為一億七千三百萬港元），佔自有品牌製造玩具分部的收入約百分之九十八
（二零一九年：百分之九十七）。應收貿易賬款自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約
三千四百萬港元小幅減少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之約三千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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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債

於本期間，本集團之放債業務產生之貸款利息收入為約一千五百萬港元（二零
一九年：一千四百萬港元），且錄得分部虧損（除稅前）約二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
溢利八百萬港元）。本期間分部虧損主要由於本期間香港經濟疲弱，預期信貸虧損
撥備增加。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尚未償還應收貸款月均結餘為
二億八千六百萬港元。於本期間內，本集團向三名客戶作出本金總額為二千六百
萬港元之新貸款。本集團之客戶向本集團從現有及新增貸款中提取本金總額
二千六百萬港元。於報告期末，董事評估應收貸款之可收回程度。儘管並無客觀證
據顯示本集團將無法收回其應收貸款，但本集團已計提應收貸款之預期信貸虧損
撥備約一千八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一千一百萬港元）。

投資金融工具

於本期間，本集團投資金融工具業務錄得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
變動產生之分部虧損約一千九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五千四百萬港元）。分部虧
損乃因本期間股票市場景氣不佳所致。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本集團持有的股本變動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初 138,581 228,022

收購 8,500 710

公平值變動產生之虧損 (18,090) (58,094)

出售 (18,306) (32,057)

期末 110,685 138,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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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的若干重大的上市股本詳情如下：

香港上市股本名稱 主要業務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的

股份成本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的

持有的
股份數目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的

公平值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的

公平值與
本集團

綜合資產總值
之比較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已確認之
公平值

收益╱（虧損）
千港元 千股 千港元 千港元

IDG能源投資有限公司*  
(IDG Energy Investment Limited)  
（股份代號：650）

移動服務業務、上游油氣業務、液化天
然氣(LNG)液化及出口、LNG進口、
加工及銷售及LNG物流服務，以及
相關能源投資基金管理

44,000 40,000 40,200 7.3% (200)

歡喜傳媒集團有限公司*  
(Huanxi Media Group Limited) 
（股份代號：1003）

媒體及娛樂相關業務以及提供物業代
理相關服務

25,093 16,860 25,627 4.6% 155

雲鋒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76）

長期保險業務、提供證券經紀、顧問及
諮詢服務及投資研究、財富管理、員
工持股計劃管理及主要投資。

36,486 7,526 24,460 4.4% (2,408)

本集團從短期至長期角度進行投資，目標為獲取資本收益及股息收入。本集團投
資多個行業的上市股本證券的多元化投資組合。董事相信，本集團所持有的香港
上市股本的未來表現，在很大程度上受經濟因素、投資者情緒、被投資公司的股份
供求平衡及被投資公司的基本面（如被投資公司的新聞、業務基本面及發展、財務
表現及未來前景）等因素的影響。因此，董事密切關注上述因素，特別是本集團股
本投資組合中各個別被投資公司的基本面，並積極調整本集團的股本投資組合，
以提高其表現。

規劃及前景

自有品牌製造玩具

Kid Galaxy預期於二零二零年的銷售將較二零一九年大幅下降。此外，由於受到關
稅及COVID-19衝擊所帶來的不明朗因素的威脅，Kid Galaxy的毛利率可能於二零
二零年進一步受損。

消費者在購物時愈發關注環境、健康及成本。隨著當地的封鎖及眾多商舖的關閉，
數字化商業大量興起。Kid Galaxy將繼續投入更多精力並為其電子商務業務推出
更多的促銷活動，以追趕此可能在疫情後持續發展的趨勢。

此分部亦預期其國內銷售於未來數月將提升，乃由於零售商店於六月開始重開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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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保健品

由於保健意識逐步普及及香港人口老齡化，香港對保健品尤其是中藥、參茸及乾
製海產品之需求近年來穩步提高。

香港遊客數量的減少乃由於當地自二零一九年六月以來的持續社會動蕩所致，
而此對香港的零售市場造成負面影響。此外，中藥保健品業務於本期間受到
COVID-19的進一步衝擊。

本集團將繼續投資於保健業務並發展其在香港之參茸及乾製海產品零售業務以便
擴大收入基礎。本集團將嚴格控制成本及提升營運效率以保持競爭力，並預期香
港零售市場及中藥保健品需求將於COVID-19疫情後反彈。

放債業務

儘管全球經濟存在若干不明朗因素，如中美貿易關係緊張及爆發COVID-19，但放
債業務在本期間需求仍保持穩定，本集團之應收貸款連同應收應計利息輕微增至
二億八千二百四十萬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億六千三百八十萬港
元）。本集團將繼續透過加強其信貸政策及風險管控政策以審慎發展此業務。

業務組合管理

本集團目前的業務策略旨在充分利用其資源，改善其整體表現及促進投資組合多
元化發展，該等策略已獲持續評估。本公司一直積極尋求多元化本集團收入來源，
以透過投資及╱或收購擁有廣闊前景的業務或項目為股東創造價值。

本集團資源及流動資金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二千五百萬港元（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五千五百萬港元）。本集團之總借貸及可換股貸款票據約
為一億三千六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一億二千九百萬港元）。資
產負債比率（以總借貸及可換股貸款票據除以股東權益計算）約為百分之四十八（二
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百分之三十九）。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錄
得流動資產總值約四億七千萬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五億四千五百
萬港元）及流動負債總額約二億六千五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億六千四百萬港元）。本集團之流動比率（以流動資產總值除以流動負債計算）
約為百分之一百七十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百分之二百零六）。本集團
錄得股東資金由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三億二千七百萬港元減少至於二
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資產淨值狀況約二億八千三百萬港元。該減少主要由於本期
間進行之股份回購及經營虧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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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貨較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上一年度減少約百分之三以及庫存存貨
價值由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六千九百萬港元減少至於二零二零年六月
三十日約六千七百萬港元。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之應收貿易賬款較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
三千九百萬港元減少約百分之十至約三千五百萬港元，此乃主要由於美國客戶於
在COVID-19影響下於本期間減少其自有品牌製造玩具訂單。

整體而言，本集團之業務仍處於穩定狀態。財務狀況於本期間保持穩定。在無未預
見的挑戰及全球經濟下滑之情況下，董事認為，本集團具有足夠財務資源應付其
一般營運及擴展需要。

外匯風險

本集團承受的貨幣風險來自於以相關實體功能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應收貿易賬
款及其他應收款項、銀行結餘、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銀行借貸。本集
團目前並無外幣對沖政策。然而，管理層將監控外匯風險，並於有需要時考慮對沖
重大外幣風險。

股本架構

於本期間，本公司於聯交所合共購回一億三千九百六十萬股本公司普通股，總價
為四百萬港元。於本公告日期，一億三千九百六十萬股購回股份已被註銷。

重大投資及收購事項

本集團於本期間並無任何重大投資或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

僱員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聘用約一百一十名僱員及合約工人，受聘於香
港總部、澳門辦事處、中國辦事處及美國銷售辦事處。本集團之僱員數目會因應生
產需要而不時作出變動，且彼等根據行業慣例獲支付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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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於聯交所購回其普通股如下：

每股價格
每股面值
零點一零
港元之

普通股數目 最高 最低
所支付之
總代價

千股 港元 港元 千港元

二零二零年一月 19,900 0.036 0.034 700
二零二零年三月 20,150 0.029 0.026 577
二零二零年四月 17,550 0.028 0.027 480
二零二零年五月 29,850 0.030 0.028 875
二零二零年六月 52,150 0.034 0.029 1,649

139,600 4,281

於本公告日期，以上普通股已被註銷。

本公司董事認為本公司普通股以較每股資產淨值折讓之價格交易，購回股份將提
高本公司的每股資產淨值。

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
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其條款不遜於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
準則。本公司已向其董事作出特定查詢。所有董事確認彼等於本中期財務報表所
涵蓋之會計期間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準則及本公司所採納有關董事進行
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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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第3.21條設有審核委員會，以審閱及監察本集團之財務申
報程序，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中期財務
報表、中期報告及本集團之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

變更核數師

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自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三日起辭任本公司核
數師。國衛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自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七日起獲委任為本公司
核數師，以填補臨時空缺。

國衛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將於本公司的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退任，並符合資格
及願意膺選連任。本公司將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續聘國衛會計師事務所有
限公司為本公司核數師的決議案。

代表董事會 

中國智能健康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李雄偉

香港，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李雄偉先生（主席）、張國偉先生（副主席）、梁奕曦先
生、勞明韵女士、謝自強先生及袁輝霞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黎學廉先生、
連偉雄先生及黃德銓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