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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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為中小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此等公司相比起其他
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
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

由於GEM上市公司普遍為中小型公司，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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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無法保證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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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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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報告的資料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
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藍港互動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或「我們」）
的資料；本公司的董事（「董事」）願就本報告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
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深知及確信，本報告所

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

何其他事項，足以令致本報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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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度業績（未經審計）

董事會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未經審計綜合

季度業績及未經審計簡明合併財務報表，連同截至二零二一年同期的未經

審計比較數字如下：



2022年第一季度報告 | 藍港互動集團有限公司3

中期簡明合併綜合虧損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收入 4 15,160 20,977
成本 (11,331) (14,552)  

毛利 3,829 6,425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2,758) (3,213)
行政開支 (8,292) (7,009)
研發開支 (5,999) (4,868)
應收款項及合同資產減值收益╱（虧損）淨額 35 (73)
其他經營收入╱（虧損） — 淨額 1,767 (436)  

經營虧損 4 (11,418) (9,174)
其他虧損 — 淨額 (1,854) (18)
財務成本 — 淨額 (194) (1,088)
採用權益法入賬的應佔投資虧損 (8) (237)  

除所得稅前虧損 (13,474) (10,517)
所得稅（開支）╱抵免 5 (4) 74  

期內虧損 (13,478) (10,443)  

其他綜合（虧損）╱收益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 享有按權益法入賬的投資的其他綜合 
（虧損）╱收益份額，扣除稅項 (196) 292

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  貨幣換算差額 (603) 1,824  

期內其他綜合（虧損）╱收益，扣除稅項 (799) 2,116  

期內綜合虧損總額 (14,277) (8,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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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以下應佔虧損：
本公司所有者 (13,152) (10,117)
非控制性權益 (326) (326)  

期內虧損 (13,478) (10,443)  

以下應佔綜合虧損總額：
本公司所有者 (13,951) (8,001)
非控制性權益 (326) (326)  

期內綜合虧損總額 (14,277) (8,327)  

每股虧損（每股以人民幣計）
—  基本 6(a) (0.04) (0.03)  

—  攤薄 6(b) (0.04) (0.03)  

以上中期簡明合併綜合虧損表須與相關附註一併閱讀。

中期簡明合併綜合虧損表（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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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本公司所有者應佔 

（未經審計） 股本 股本溢價

就受限制 
股份單位 
計劃所持 

股份 儲備 累計虧損 總額
非控制性 

權益 總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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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的結餘 59 1,720,690 (10,454) 399,333 (1,725,253) 384,375 9,316 393,691        

綜合收益╱（虧損）
期內虧損 — — — — (10,117) (10,117) (326) (10,443)
其他綜合收益
— 享有按權益法入賬的投資的 

其他綜合收益份額，扣除稅項 — — — 292 — 292 — 292
— 貨幣換算差額 — — — 1,824 — 1,824 — 1,824        

期內綜合收益╱（虧損）總額 — — — 2,116 (10,117) (8,001) (326) (8,327)        

於權益直接確認的本公司所有者出資及
獲發分派的總額

僱員購股權計劃及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
— 就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回購的股份 — — (101) — — (101) — (101)
— 僱員服務價值 — — — 242 — 242 7 249        

期內本公司所有者出資及 
獲發分派的總額 — — (101) 242 — 141 7 148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結餘 59 1,720,690 (10,555) 401,691 (1,735,370) 376,515 8,997 385,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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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所有者應佔 

（未經審計） 股本 股本溢價

就受限制 
股份單位 
計劃所持 

股份 儲備 累計虧損 總額
非控制性 

權益 總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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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的結餘 59 1,720,690 (10,555) 393,854 (1,800,558) 303,490 500 303,990        

綜合虧損
期內虧損 — — — — (13,152) (13,152) (326) (13,478)
其他綜合收益
— 享有按權益法入賬的投資的 

其他綜合虧損份額，扣除稅項 — — — (196) — (196) — (196)
— 貨幣換算差額 — — — (603) — (603) — (603)        

期內綜合虧損總額 — — — (799) (13,152) (13,951) (326) (14,277)        

於權益直接確認的本公司所有者出資及
獲發分派的總額

與非控制性權益的交易 — — — 776 — 776 (776) —
僱員購股權計劃及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
— 僱員服務價值 — — — 107 — 107 2 109        

期內本公司所有者出資及 
獲發分派的總額 — — — 883 — 883 (774) 109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結餘 59 1,720,690 (10,555) 393,938 (1,813,710) 290,422 (600) 289,822        

以上中期簡明合併權益變動表須與相關附註一併閱讀。

中期簡明合併權益變動表（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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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財務資料附註

1. 一般資料

藍港互動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四日根據
開曼群島公司法第二十二章節（一九六一年第3號法例，經整合及修訂）

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地址為Floor 4, Willow 

House, Cricket Square, P.O. Box 2804, Grand Cayman KY1-1112, Cayman 

Islands。通過完成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首次公開發售（「首
次公開發售」），本公司的股份已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在GEM上

市。

本公司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
主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以及其他國家及地區從事網絡遊戲開
發及發行（「遊戲業務」）及在中國從事影視業務（「影視業務」）。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中期簡明合併綜合虧損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合併權益變動表，以及重

大會計政策概要及其他附註解釋（統稱為「中期財務資料」）已於二零
二二年五月十三日經董事會批准。

除非另有說明，否則中期財務資料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

本中期財務資料未經審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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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製基準

中期財務資料乃遵照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之披露規定
編製。

中期財務資料不包含年報通常包含的所有類型的附註。因此，中期財

務資料應與根據所有適用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的規定編製的載於本公司二零二一年年報的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合併財務報表（「二零二一年財務報表」）
和本中期報告期間內本公司的所有公告一併閱讀。

3. 重大會計政策概要

除了採用預期總年度收益適用的稅率估計所得稅以及採納載於如下的

新訂和已修改的準則外，編製中期財務資料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見二

零二一年財務報表）一致。中期財務資料已按歷史成本法編製，並就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及按公允價值計量且變動

計入損益的聯營公司投資的重估而作出修改。

(a) 本集團採用的新的和修訂的標準

多個新修訂的會計準則使用於當前報告期。本集團無須因採納

該等準則而改變會計政策或進行追溯調整。

(b) 已發佈但尚未採用的標準的影響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期間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若

干準則、現有準則的修改及解釋預計在可見將來不會對合併財

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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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經營決策者，由制訂策略決策的執行董事擔任，負責分配

資源及評估經營分部表現。

本公司分別管理不同分部的生產和經營並評估其經營業績，以決定分

配至這些分部的資源和評估其表現。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集團分為兩個須匯報經營分部。

本集團的兩個須匯報分部如下：

— 遊戲業務，主要在中國以及其他國家及地區從事網絡遊戲開發

及發行。

— 影視業務，主要在中國從事將自製網劇版權授予第三方發行商

及為特定客戶製作網劇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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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及分部資料（續）

主要經營決策者負責根據經營虧損這一指標評估各經營分部的表現。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分部收入：
遊戲業務
— 遊戲虛擬物品銷售 14,279 18,792

— 授權金及技術服務費 458 733  

14,737 19,525  

影視業務
— 授出和製作網劇及其他 423 1,452  

總計 15,160 20,977  

分部業績 — 經營虧損：
— 遊戲業務 (9,103) (7,304)

— 影視業務 (2,315) (1,870)  

總計 (11,418) (9,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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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及分部資料（續）

來自不同國家及地區的收入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三個月的明細參見下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來自外界客戶的收入：

— 中國 7,874 9,660

— 韓國 6,798 9,895

— 其他海外國家及地區 488 1,422  

15,160 20,977  

5. 所得稅開支╱（抵免）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所得稅

開支╱（抵免）分析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即期所得稅 4 (74)  

所得稅開支╱（抵免） 4 (74)  

本公司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

因此豁免繳納開曼群島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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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開支╱（抵免）（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公司於香港

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並無源自香港的應課稅溢利。因此，本集團未就

香港利得稅計提所得稅撥備。

本集團就在中國的業務所作所得稅撥備按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估計應課稅溢利以25%的法定稅率計算，惟

以下除外：(i)根據相關中國稅務規則及規例，本公司一間於霍爾果斯

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享有優惠所得稅率12.5%；(ii)本公司兩間附屬公司被評為高新

技術企業，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享

有優惠所得稅率15%；及(iii)根據相關中國稅務規則及規例，本公司三

間於霍爾果斯註冊的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免於繳納所得稅。

6. 每股虧損

(a) 基本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每股基

本虧損按此期間本公司所有者應佔本集團虧損除以該期間內已

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股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本公司所有者應佔虧損（人民幣千元） (13,152) (10,117)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股數（千股） 348,731 347,195  

每股基本虧損（以每股人民幣計） (0.04)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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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虧損（續）

(b) 攤薄

每股攤薄虧損假設所有可攤薄的潛在普通股被轉換後，根據已

調整的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計算。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公司

擁有兩類具潛在攤薄影響的普通股，即授予合資格人士的受

限制股份單位與購股權。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集團處於虧損，潛在的普通股因具有反

攤薄影響而於計算每股攤薄虧損時並未計算在內。因此，截至

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每股攤薄虧

損與本期間的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7. 股息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公司未曾派付

或宣派任何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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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與展望

本集團作為國內知名的互聯網內容製作商及發行商，主要從事手機遊戲、

網絡劇及電視劇等產品的開發、製作及發行，致力於為用戶提供更多的好

作品。二零二二年第一季度年本集團採取加大對遊戲、影視兩大業務線自

主研發投入的經營策略，以期為本集團的長期發展儲備更多的精品。

藍港遊戲業務截止目前已啟動《築夢公館》公測，以及《甄嬛傳之浮生一夢》、

《蠻荒紀元》等數款產品在公司內部的技術測試工作；在發行策略上，本集

團將繼續加強海外地區（如韓國、日本、北美等）市場挖掘，同時加強對女

性向、休閒遊戲以及遊戲IP價值的延展。

藍港影視業務已正式進入矩陣式佈局階段，將持續豐富潛力IP儲備、推進

優質劇集製作。本集團二零二二年預計有1–2部高質量作品上線，網絡劇《對

你不止是喜歡》已正式開機，並處於有條不紊的拍攝當中。網絡劇《摩耶人

間玉》已順利殺青，進入緊張的後期製作中，等待上線。此外，《古樂風華

錄》、《雲海傳》、《錦堂春宴》、《陷入我們的熱戀》等IP作品的劇本在繼續創

作優化中。

未來，本集團將繼續積極推進公司戰略落地，一方面繼續加大對於自主開

發的關注與投入，另一方面也將持續獲取優質IP，本集團將憑借高質量的

內容產品積極推動產業發展、文化傳播，打造優質的用戶口碑及品牌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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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港遊戲新品研發順利推進，海外遊戲市場加速深耕

本集團獨立研運產品《築夢公館》是一款面向女性玩家的高沉浸懸疑劇情向

AVG手遊。在這座公館裡，玩家作為房東將會和六名性格各異的房客相遇，

開啟一段扣人心弦的冒險故事。該產品已於五月十日正式公測。

本集團與合作方聯合開發的AVG+RPG女性向手遊《甄嬛傳之浮生一夢》已完

成海內外測試，計劃於二零二二年上線。該產品以第一人稱視角將玩家引

入綺麗浪漫的2D畫風之中，體驗人物換裝、戀愛養成、模擬經營等多樣玩

法。在重溫「甄嬛」傳奇IP經典的同時，感受盛世皇朝的國風之瑰麗，奔赴

一場充滿創新與驚喜的精彩旅程。

本集團最新一代MMORPG仙俠手遊《蠻荒紀元》，採用唯美寫實畫風，引領

玩家窺見上古世紀的錦繡繁華，賦予玩家絕美質感的仙俠體驗，該產品目

前處於技術性測試階段。

本集團在對海外市場的調研與分析的基礎上，深耕韓國市場，穩定運營遊

戲產品《大航海時代》，同時將日本作為繼韓國之後又一個海外目標市場。

集團的日本發行團隊組建於二零一九年，團隊成員均有日本TOP30暢銷遊

戲產品發行經驗。此前，本集團已獲得日本殿堂級ARPG遊戲《伊蘇VIII》手遊

版本的獨家改編及全球發行權。《伊蘇VIII Mobile》由Falcom全程監修，以匠

人之心為玩家帶來值得讚歎的遊戲體驗。除特邀聘請日本知名作家對劇情

進行打磨升級之外，也集合了眾多日本知名畫師巧心精琢美術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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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蘇VIII Mobile》於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二零年連續參展TGS（東京電玩展）並

取得日本本土市場的熱烈反響。目前遊戲研發工作已進入後期完善及優化

階段，產品品質獲得海內外諸多一線遊戲發行商的青睞及認可。目前，本

集團已經把該產品的國內發行代理權正式授權給嗶哩嗶哩。

藍港影業穩步搭建產品矩陣，拓展細分內容賽道，逐步建立開發及製作內
容的規模優勢

二零二二年，藍港影業在矩陣式產品佈局階段初見成效。聚焦目標人群，

著力於開發不同細分內容賽道上的作品，經過六年磨礪與品牌積累，藍港

影業已經先後上線6部優秀劇集作品，並儲備了多部內容優質的潛力佳作。

在深受年輕女性用戶喜歡的甜寵青春愛情類型劇集的製作與發行上，藍港

影業獲得了不俗的成績。《我與你的光年距離》、《來到你的世界》、《我與你

的光年距離2》、《身為一個胖子》、《原來你是這樣的顧先生》及《花好月又圓》

多部精品網劇多次斬獲各渠道熱搜，獲得市場及觀眾一致認可。

由藍港影業、芒果TV出品的現代都市浪漫愛情劇《對你不止是喜歡》二月

份已在廈門開機。目前正在有條不紊地拍攝中，已於五月九日殺青，二零

二二年第四季度上線。該劇講述了傲嬌製片人唐域和鬼馬新人編劇唐馨的

暗戀故事。

由藍港影業聯合出品的仙俠愛情劇《摩耶人間玉》一月底已在重慶殺青，該

劇講述了男女主角因陣營對立所產生的情感與立場之間的糾葛。目前該劇

已進入後期製作中，預計二零二二年第三季度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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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方面，藍港影業已儲備《古樂風華錄》、《雲海傳》等重量級佳作。古風IP

《古樂風華錄》作為國內首部以古樂為創作藍本的古裝仙俠劇該劇以跌宕旖

旎的愛情故事為背景，揭開關於塵封已久的古樂器的傳說，重現古樂之美，

展現民族獨特魅力與內涵，打造傳統文化新勢力。原IP已榮獲國家新聞出

版廣電總局改革發展項目庫二零一七年入庫名額，且位列第一；原著漫畫

曾入選國家廣電總局二零一六年原動力中國原創動漫出版扶持計劃。

《雲海傳》作為本集團傾心打造的國內首部古裝青春冒險網劇，通過一場沒

有藏寶圖的尋寶之旅，揭開封印千載的「萬年寶行」真相，三位少年於危機

中成長、在正邪間抉擇，書寫激燃勇敢的熱血傳奇。

本集團還儲備了晉江人氣作者耳東兔子最新力作《陷入我們的熱戀》等優質

劇集，另外古裝美食題材的《錦堂春宴》也是當下不可多得的、有望擊破圈

層用戶的潛力之作。

業務展望

二零二二年，本集團將繼續圍繞IP向、女性向、休閒遊戲等方向發展自研業

務，並積極開拓海外市場，加強影視項目矩陣式佈局，以務實為綱領、以

用戶為核心，腳踏實地做產品，創造有趣和精彩。同時，本集團作為國內

互動文化內容平台的一員，也將始終主動肩負社會責任，在產品創作、發

行全鏈條中，將積極傳播健康文化理念、弘揚中華傳統文化放在重要地位，

為中國文娛產業發展貢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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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入

本集團的收入由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約人民幣21.0百

萬元減少約27.6%至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約人民幣15.2

百萬元。

下表載列本集團按分部業績劃分的明細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變動
（概約%）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未經審計）     

分部收入：

遊戲業務

— 遊戲虛擬物品銷售 14,279 18,792 (24.0)

— 授權金及技術服務費 458 733 (37.5)  

14,737 19,525 (24.5)  

影視業務

— 授出和製作網劇業務及其他 423 1,452 (70.9)  

總計 15,160 20,977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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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本集團按區域劃分的收入明細：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概約百分比 人民幣千元 概約百分比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中國（含港澳台地區） 7,874 52.0 9,660 46.0

韓國 6,798 44.8 9,895 47.2

其他海外國家及地區 488 3.2 1,422 6.8    

總計 15,160 100.0 20,977 100.0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遊戲業務所貢獻收入約為人民幣

14.7百萬元，較二零二一年同期減少約24.5%或人民幣4.8百萬元，乃由於現

有遊戲流水下降所致，本集團已有策略預留更多時間以加強遊戲開發的質

量並推出具競爭力的遊戲。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確認授出和製作網劇業務及其他收

入約人民幣0.4百萬元，較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約人民

幣1.5百萬元減少約70.9%，乃由於二零二一年同期網劇《原來你是這樣的顧

先生》相關收入的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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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成本約為人民幣11.3百萬

元，較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約人民幣14.6百萬元減少

約22.6%。

本集團成本減少主要由於成本隨遊戲收入同比下降及有效的成本管控。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毛利約為人民幣3.8百萬

元，較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約人民幣6.4百萬元減少約

40.6%。本集團毛利減少主要由於現有遊戲的衰減，收入下滑所致。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毛利率約為25.3%，較截至

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約30.6%減少約5.3個百分點。本集團毛

利率下降主要由於本集團收入較去年同期減少。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約為

人民幣2.8百萬元，較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約人民幣3.2

百萬元減少約12.5%，主要由於處於宣發期項目較去年同期減少，導致宣傳

及廣告投入下降。

行政開支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行政開支約為人民幣8.3百

萬元，較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約人民幣7.0百萬元增加約

18.6%。本集團行政開支增加，主要由於對儲備的個別影視IP項目計提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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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開支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研發開支約為人民幣6.0百

萬元，較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約人民幣4.9百萬元增加約

22.4%，本集團研發開支增加主要由於自主研發投資增加。

期內虧損

由於上述原因，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期內虧損

約為人民幣13.5百萬元，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期內虧

損約人民幣10.4百萬元。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量 — 經調整虧損淨額

為補充我們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呈列的合併綜合財務報表，我們亦採用

經調整虧損淨額作為額外財務計量，透過撇除我們認為並非可反映我們業

務表現指標的項目的影響來評估我們的財務表現。我們的經調整虧損淨額

自計算以股份為基礎的補償開支以及支付的一次性離職補償金前的期內虧

損淨額得出。按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量的經調整虧損淨額為未經審計數據。

下表分別載列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根據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計量的期內虧損與經調整虧損淨額的對賬：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變化

（未經審計）（未經審計） （概約%）    

期內虧損 (13,478) (10,443) 29.1

加：
以股份為基礎的補償開支 109 249 (56.3)

支付的一次性離職補償金 190 70 171.4

經調整虧損 (13,179) (10,124)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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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經調整虧損淨額約為人民

幣13.2百萬元，而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經調整虧損淨

額約為人民幣10.1百萬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我們主要以現有的經營活動所產

生現金撥付我們業務的資金。我們自本公司股份（「股份」）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於聯交所GEM上市並獲取所得款項淨額以來一直維持穩健的現金狀況。

我們擬使用內部資源及通過內部可持續增長為我們的擴張及業務經營提供

資金。

財務政策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集團將大部分閒置資金投資

於中國的商業銀行的定期存款。為使本集團的閒置資金產生更佳回報，本

集團的財務政策是存入定期存款，且不會進行任何高風險投資或投機性的

衍生工具交易。為了滿足國內營運資金需求，我們會按照同期市場貸款利率，

向銀行尋求穩定及長期的資金支持。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短期銀行存款和受限制存款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我們擁有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人民幣

118.5百萬元（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132.2百萬元），主要

包括在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現金及手頭現金，主要以美元（約54.2%），人

民幣（約38.4%），港幣（約6.7%）及其他貨幣（約0.7%）計值。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我們擁有短期銀行存款約為人民幣57.2百萬

元（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57.4百萬元）。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我們就獲得由銀行提供的人民幣總額度人民

幣50.0百萬元（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0.0百萬元）的貸款融

資而存入銀行以作為銀行儲備的受限制存款約為人民幣55.9百萬元（於二零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55.5百萬元），此額度將於一年內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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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架構

本公司股份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在聯交所GEM上市。本集團的資本

架構由普通股組成。

借貸及負債比率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借入的銀行貸款約為人民幣50.0百萬

元（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50.0百萬元）。於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按負債總額除以總資產計算的負債比率為約34.0%（於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32.3%）。

集團資產質押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質押一項受限制存款約人民幣55.9百

萬元作為對銀行借款的抵押（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55.5

百萬元）。

季度業績的審閱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止三個月的季度財務業績未經審計且未

經本公司核數師審閱或審計，但已由董事會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審
閱。審計委員會亦已審閱及確認本集團採用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本

集團的審計、內部控制及財務報告事宜。

重大投資、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止三個月內，本集團概無重大投資、重大收購

或出售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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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資料及薪酬政策

本集團已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一日成立薪酬委員會，其書面職權符合

GEM上市規則附錄十五。薪酬委員會定期審核並不時就本集團董事及高級

管理層的薪酬及獎勵向董事會做出建議。本集團向本集團僱員提供與行業

慣例相稱的有競爭力的薪酬待遇及福利，包括社會保險、固定供款退休福

利計劃及花紅。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163名僱員。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集團僱員薪酬總額約為人民幣13.5百萬元（截至二零

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約人民幣12.9百萬元）。

本公司已採納購股權計劃及股份獎勵計劃作為對董事及合資格人士的激勵，

有關詳情載於本報告「購股權計劃」及「股份獎勵計劃」各段。

股息

董事會決議不宣派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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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自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公開發售股份所得款項淨額（經扣除包銷佣金

及與公開發售有關的其他開支）約為686.2百萬港元（「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
項」）。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已動用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如下：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截至
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截至
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所得款項淨額 已動用金額 動用金額 未動用金額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海外拓展（拓展旗下業務至海外市場） 137.2 137.2 0 0
潛在策略性收購或投資於從事網絡遊戲或 
相關業務的公司 59.7 59.7 0 0

潛在策略性收購或投資於從事遊戲業務、 
影視業務或相關業務的公司 8.9 0 0 8.9

打造泛娛樂化生態 157.8 157.8 0 0
代理更多由中國及海外遊戲研發商研發不同種類及 
主題的高品質遊戲並運營有關遊戲 68.6 68.6 0 0

遊戲研發，運營現有及嶄新的自研遊戲及購買受歡迎

娛樂題材的知識產權 137.2 137.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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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截至
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截至
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所得款項淨額 已動用金額 動用金額 未動用金額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提升遊戲開發能力、開發及運營新遊戲、代理運營 
第三方開發的優質遊戲及累積遊戲內容知識產權

儲備 20.7 12.20 5.2 3.3
撥付我們的營運資金及其他一般企業用途 34.3 34.3 0 0
投資技術平台（包括研發及改進我們的遊戲研發工具）

及購買由第三方研發的商業化遊戲引擎 29.00 29.00 0 0
通過開發智能硬件和手機軟件掌握用戶流量入口 10.7 10.7 0 0

開發及投資影視劇及累積影視內容的知識產權儲備 22.1 17.9 4.2 0    

總計 686.2 664.6 9.4 12.2     



2022年第一季度報告 | 藍港互動集團有限公司27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當中約12.2百萬港

元尚未動用。未動用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已存入本集團所持銀行賬戶作

定期存款，並將按照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有關變更全球

發售所得款項用途的公告所載方式使用。

未動用所得款項當中，本公司用作收購或投資於從事遊戲業務、影視業務

或相關業務的公司的資金將根據潛在收購項目的進度予以動用，預計二零

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用盡。用作提升遊戲開發能力、開發及運營新遊戲、

代理運營第三方開發的優質遊戲及累積遊戲內容知識產權儲備的資金將根

據業務的進度予以動用，預計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用盡。

報告期後重大事項

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後並無發生影響本集團且須向股東報告的重大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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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的權益
及淡倉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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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份、

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

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被當

作或視為擁有的權益或淡倉），或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

條須備存的登記冊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條所述董事進

行交易的規定標準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i) 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姓名 身份╱權益性質 股份總數
佔股權的 

概約百分比（附註5）
    

王峰先生（附註1） 受控法團權益 66,576,160 (L) 21.53%

實益擁有人 12,640,380 (L)

廖明香女士（附註2） 受控法團權益 12,168,720 (L) 5.38%

實益擁有人 7,626,769 (L)

王勁先生（附註3） 實益擁有人 2,540,000 (L) 0.69%

陳浩先生（附註4） 實益擁有人 1,815,841 (L) 0.49%

(L) 好倉 (S) 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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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王峰先生持有Wangfeng Management Limited全部已發行股本，而Wangfeng 

Management Limited直接持有66,576,160股股份。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王

峰先生被視為於Wangfeng Management Limited持有的全部66,576,160股股份中擁有

權益。

此外，王峰先生持有4,207,072股股份，以及於根據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而獲授的

8,433,308個受限制股份單位中擁有權益，使其可收取8,433,308股股份（有待歸屬）。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受限制股份單位全部已被歸屬。

(2) 廖明香女士持有Liaomingxiang Holdings Limited全部已發行股本，而Liaomingxiang 

Holdings Limited直接持有12,168,720股股份。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廖明香

女士被視為於Liaomingxiang Holdings Limited持有的全部12,168,720股股份中擁有權

益。

此外，廖明香女士持有5,805,169股股份，並於(a)根據購股權計劃於二零二一年五

月十七日獲授使其於行使後可收取275,000股股份的275,000份購股權中擁有權益；

及(b)根據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而獲授使其可收取1,546,600股股份（有待歸屬）的

1,546,600個受限制股份單位（其中1,270,600個受限制股份單位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三

月三十一日已歸屬）中擁有權益。

(3) 王勁先生擁有權益的2,540,000股股份包括(a)其分別於二零一六年六月十五日、二

零一九年四月一日及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七日根據購股權計劃獲授使其於行使後可

收取合共1,425,000股股份的300,000份購股權、1,000,000份購股權及125,000份購股

權；及(b)其根據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而獲授使其可收取1,115,000股股份（有待歸屬）

的1,115,000個受限制股份單位（其中1,040,000個受限制股份單位截至二零二二年三

月三十一日已歸屬）。

(4) 陳浩先生擁有權益的1,815,841股股份包括(a)其分別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九日、二零

一七年一月十八日及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七日根據購股權計劃獲授使其於行使後可

收取合共1,225,000股股份的100,000份購股權、1,000,000份購股權及125,000份購股

權；及(b)其根據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而獲授使其可收取590,841股股份（有待歸屬）

的590,841個受限制股份單位（其中590,841個受限制股份單位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已歸屬）。

詳情請參閱本報告「購股權計劃」及「股份獎勵計劃」各節。

(5)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已發行367,974,964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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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披露者外，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概無董事及本公司

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的任何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任何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包括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有的權益或淡倉），

或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存置的登記冊的權益

或淡倉，或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至第5.68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

所的權益或淡倉。

(ii) 於本集團其他成員公司股份之好倉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以下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直接或間接

（憑藉彼等於本公司的權益間接擁有除外）於本集團其他成員公司的股

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

董事╱ 

主要行政人員 相關公司 身份╱權益性質 註冊股本

佔權益的 

概約百分比     

王峰先生 藍港在線 實益擁有人（附註1） 人民幣7,545,000元 75.45%

廖明香女士 藍港在線 實益擁有人（附註1） 人民幣1,364,000元 13.64%

王勁先生 霍爾果斯藍港影業有限公司 

（「藍港影業」）（附註2）

實益擁有人 人民幣4,155,000元 8.31%

王勁先生 劇影時光（海南）影視有限公司 

（「劇影時光」）（附註3）

實益擁有人 人民幣190,000元 9.50%

王勁先生 霍爾果斯辰熙娛樂傳媒有限公司 

（「辰熙娛樂」）（附註4）

實益擁有人 人民幣90,000元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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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藍港在線為本公司透過合約安排控制的附屬公司。王峰先生及廖明香女士為藍港

在線的登記股東。

2. 藍港影業為本公司透過藍港在線控制的附屬公司，藍港在線持有82.19%股權。

3. 劇影時光為本公司透過藍港在線控制的附屬公司，藍港在線持有84.50%股權。

4. 辰熙娛樂為本公司透過藍港在線控制的附屬公司，藍港在線持有60.00%股權。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淡倉

盡董事所知，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以下人士（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

政人員除外）於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或被視為或當作擁有記錄於按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備存的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

(i) 主要股東

股東姓名╱名稱 權益性質
所持股份或 

證券數目

佔本公司權益
概約百分比

（附註4）
    

朱麗（附註1） 配偶權益 79,216,540 (L) 21.53%

Wangfeng Management Limited（附註2） 實益擁有人 66,576,160 (L) 18.09%

Starwish Global Limited（附註3） 實益擁有人 52,318,760 (L) 14.22%

China Momentum Fund, L.P.（附註3） 受控法團權益 52,318,760 (L) 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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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姓名╱名稱 權益性質
所持股份或 

證券數目

佔本公司權益
概約百分比

（附註4）
    

Fosun China Momentum  

Fund GP, Ltd.（附註3）

受控法團權益 52,318,760 (L) 14.22%

Fosun Momentum Holdings  

Limited（附註3）

受控法團權益 52,318,760 (L) 14.22%

復星金融控股有限公司（附註3） 受控法團權益 52,318,760 (L) 14.22%

復星國際有限公司（附註3） 受控法團權益 52,318,760 (L) 14.22%

復星控股有限公司（附註3） 受控法團權益 52,318,760 (L) 14.22%

復星國際控股有限公司（附註3） 受控法團權益 52,318,760 (L) 14.22%

郭廣昌（附註3） 受控法團權益 52,318,760 (L) 14.22%

(L) 好倉 (S) 淡倉

附註：

1. 朱麗女士為王峰先生的妻子，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朱麗女士被視為於王峰先生

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有關王峰先生所持權益的詳情，請參閱本報告「董事及主

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的權益及淡倉」一節。

2. 王峰先生為本公司主席及董事，持有Wangfeng Management Limited全部已發行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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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tarwish Global Limited由China Momentum Fund, L.P.（「China Momentum」）（開曼

群島獲豁免有限合夥公司）全資擁有。Fosun China Momentum Fund GP, Ltd.（「Fosun 

China Momentum」）為China Momentum的普通合夥人，進而由Fosun Momentum 

Holdings Limited（「Fosun Momentum Holdings」）全資擁有。Fosun Momentum 

Holdings由復星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復星金融控股」）全資擁有，而復星金融控股由

復星國際有限公司（「復星國際」）（於聯交所主板上市的公司，股份代號：00656）全

資擁有。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根據聯交所可獲資料，復星國際有由復星控股有

限公司（「復星控股」）擁有72.72%，而復星控股由復星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復星國

際控股」）（受郭廣昌先生控制約85.29%的公司）全資擁有。

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郭廣昌、復星國際控股、復星控股、復星國際、

復星金融控股、Fosun Momentum Holdings、Fosun China Momentum及China 

Momentum被視為於Starwish Global Limited所持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4.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已發行367,974,964股股份。

(ii) 其他股東

股東姓名╱名稱 權益性質
所持股份或
證券數目

佔本公司權益 

概約百分比 
（附註4）

    

匯聚信託有限公司（附註1） 信託的受託人 36,442,917 (L) 9.90%

TCT (BVI) Limited（附註1） 信託的受託人 36,442,917 (L) 9.90%

Premier Selection Limited（附註1） 另一名人士的

代名人

36,442,917 (L) 9.90%

Ho Chi Sing （附註2及3） 受控法團權益 29,922,996 (L) 8.13%

IDG-Accel China Growth Fund GP 

Associates Ltd. （附註2）

受控法團權益 27,774,323 (L) 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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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姓名╱名稱 權益性質
所持股份或
證券數目

佔本公司權益 

概約百分比 
（附註4）

    

IDG-Accel China Growth Fund 

Associates, L.P. （附註2）

受控法團權益 27,774,323 (L) 7.55%

IDG-Accel China Growth Fund L.P.  
（附註2）

實益擁有人 23,061,443 (L) 6.27%

Zhou Quan （附註2） 受控法團權益 27,774,323 (L) 7.55%

Fubon Financial Holding Co., Ltd.  
（附註4）

受控法團權益 21,987,000 (L) 5.98%

Fubon Life Insurance Co., Ltd. （附註4） 實益擁有人 21,987,000 (L) 5.98%

(L) 好倉 (S) 淡倉

附註：

1. 匯聚信託有限公司（作為受限制股份單位受托人）直接持有TCT (BVI) Limited的全部

已發行股本，而TCT (BVI) Limited則直接持有Premier Selection Limited（受限制股份

單位代名人）的全部已發行股本。

2 IDG-Accel China Growth Fund L.P.（「 IDG Fund」，持有23,061,443股股份）及IDG-

Accel China Growth Fund-A LP.（「 IDG Fund-A」，持有4,712,880股股份）由各自

的唯一普通合夥人IDG-Accel China Growth Fund Associates, L.P.（「 IDG Fund 

Associates」）控制，而IDG Fund Associates由其唯一普通合夥人IDG-Accel China 

Growth Fund GP Associates Ltd. （「IDG GP Associates」）控制。IDG GP Associates由

Zhou Quan先生及Ho Chi Sing先生各自持有35.00%。

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Zhou Quan先生、Ho Chi Sing先生、IDG GP Associates

及IDG Fund Associates皆被視為於IDG Fund與IDG Fund-A的全部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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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DG-Accel China Investors L.P.（「IDG China Investors」，持有2,148,673股股份）由

其唯一普通合夥人IDG-Accel China Investor Associates Ltd.（「IDG Associates」）控

制，而IDG Associates由Ho Chi Sing先生持有100.00%。

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Ho Chi Sing先生與IDG Associates均被視為於IDG 

China Investors所持全部股份中擁有權益。

4. Fubon Life Insurance Co., Ltd.由Fubon Financial Holding Co., Ltd.全資擁有。

5.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已發行367,974,964股股份。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
旨在鼓勵及獎勵合資格人士對本集團作出貢獻，致令彼等的利益與本公司

利益一致，藉以推動彼等盡力提升本公司價值。

董事會（包括董事會根據購股權計劃規則為履行其任何職責而委任的任何

委員會或董事會代表）可全權酌情向本集團成員公司或本公司聯營公司的

員工（不論全職或兼職）或董事或為本集團提供或已提供顧問或其他顧問服

務的任何人士授出購股權，以認購董事會釐定的有關股份數目。購股權計

劃的主要條款於本公司二零二一年年報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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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已授出及尚未行使購股權的詳情及截至

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變動如下：

類別 授出日期 購股權期限（附註1）
授出的

購股權數目 行使價

緊接授出
日期前之

股份收市價

於二零二二年
一月一日

尚未行使餘額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於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尚未行使
餘額

 
授出 行使 註銷 失效

港元 港元            
廖明香女士 二零二一年 

五月十七日
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七日至 
二零三一年五月十六日

1,100,000 
（附註5）

0.784 0.75 1,100,000 – – – 825,000 275,000

陳浩先生 二零一五年 
十月九日

二零一五年十月九日至 
二零二五年十月八日

100,000 
（附註3）

7.18 7.18 100,000 – – – – 100,000

二零一七年 
一月十八日

二零一七年一月十八日至 
二零二七年一月十七日

1,000,000 
（附註3）

3.10 3.10 1,000,000 – – – – 1,000,000

二零二一年 
五月十七日

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七日至 
二零三一年五月十六日

500,000 
（附註5）

0.784 0.75 500,000 – – – 375,000 125,000

王勁先生 二零一六年 
六月十五日

二零一六年六月十五日至 
二零二六年六月十四日

300,000 
（附註3）

4.366 4.18 300,000 – – – – 300,000

二零一九年 
四月一日

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至 
二零二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1,000,00 
（附註4）

0.88 0.88 1,000,000 – – – – 1,000,000

二零二一年 
五月十七日

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七日至 
二零三一年五月十六日

500,000 
（附註5）

0.784 0.75 500,000 – – – 375,000 125,000

僱員 二零一五年 
八月十二日

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二日至 
二零二五年八月十一日

1,849,192 
（附註2）

8.10 8.10 462,298 – – – – 462,298

二零一五年 
十月九日

二零一五年十月九日至 
二零二五年十月八日

5,910,000 
（附註3）

7.18 7.18 2,778,750 – – – – 2,778,750

二零一六年 
六月十五日

二零一六年六月十五日至 
二零二六年六月十四日

1,450,000 
（附註3）

4.366 4.18 675,000 – – – – 675,000

二零一七年 
一月十八日

二零一七年一月十八日至 
二零二七年一月十七日

8,225,000 
（附註3）

3.10 3.10 2,291,250 – – – – 2,291,250

二零一九年 
四月一日

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至 
二零二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300,000 
（附註4）

0.88 0.88 300,000 – – – – 300,000

二零一九年 
八月十六日

二零一九年八月十六日至 
二零二九年八月十五日

860,000 
（附註3）

0.65 0.64 668,750 – – – – 668,750

二零二一年 
五月十七日

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七日至 
二零三一年五月十六日

845,000 
（附註3）

0.784 0.75 765,000 – – – 20,000 745,000

二零二一年 
五月十七日

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七日至 
二零三一年五月十六日

700,000 
（附註5）

0.784 0.75 700,000 – – – 525,000 175,000

附註：

1. 購股權的歸屬期由接納授出日期起計直至行使期開始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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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二日授出的購股權可根據下列歸屬時間表行使：

歸屬日期 已歸屬購股權的累計百分比  
接納授出的購股權要約後10個月 已授出購股權的25%（股份數目已向下湊整至最接近的整數）

接納授出的購股權要約後16個月 已授出購股權的37.5%（股份數目已向下湊整至最接近的整數）

接納授出的購股權要約後22個月 已授出購股權的50%（股份數目已向下湊整至最接近的整數）

接納授出的購股權要約後28個月 已授出購股權的62.5%（股份數目已向下湊整至最接近的整數）

接納授出的購股權要約後34個月 已授出購股權的75%（股份數目已向下湊整至最接近的整數）

接納授出的購股權要約後40個月 已授出購股權的87.5%（股份數目已向下湊整至最接近的整數）

接納授出的購股權要約後46個月 已授出購股權的100%（股份數目已向下湊整至最接近的整數）

3. 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九日、二零一六年六月十五日、二零一七年一月十八日及二零一九年

八月十六日授出的購股權以及於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七日授予僱員的845,000份購股權可根
據下列歸屬時間表行使：

歸屬日期 已歸屬購股權的累計百分比  
接納授出的購股權要約後12個月 已授出購股權的25%（股份數目已向下湊整至最接近的整數）

接納授出的購股權要約後18個月 已授出購股權的37.5%（股份數目已向下湊整至最接近的整數）

接納授出的購股權要約後24個月 已授出購股權的50%（股份數目已向下湊整至最接近的整數）

接納授出的購股權要約後30個月 已授出購股權的62.5%（股份數目已向下湊整至最接近的整數）

接納授出的購股權要約後36個月 已授出購股權的75%（股份數目已向下湊整至最接近的整數）

接納授出的購股權要約後42個月 已授出購股權的87.5%（股份數目已向下湊整至最接近的整數）

接納授出的購股權要約後48個月 已授出購股權的100%（股份數目已向下湊整至最接近的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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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授出的購股權可根據下列歸屬時間表行使：

歸屬日期 已歸屬購股權的累計百分比  
接納要約後 已授出購股權的50%（股份數目已向下湊整至最接近的整數）

接納授出的購股權要約後6個月 已授出購股權的58.5%（股份數目已向下湊整至最接近的整數）

接納授出的購股權要約後12個月 已授出購股權的67%（股份數目已向下湊整至最接近的整數）

接納授出的購股權要約後18個月 已授出購股權的75.5%（股份數目已向下湊整至最接近的整數）

接納授出的購股權要約後24個月 已授出購股權的84%（股份數目已向下湊整至最接近的整數）

接納授出的購股權要約後30個月 已授出購股權的92.5%（股份數目已向下湊整至最接近的整數）

接納授出的購股權要約後36個月 已授出購股權的100%（股份數目已向下湊整至最接近的整數）

5. 於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七日授出的購股權（附註3所示授予僱員的845,000份購股權除外）可

根據下列歸屬時間表行使：

歸屬日期 已歸屬購股權累計百分比  
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七日 已授出購股權的25%（股份數目已向下湊整至最接近的整數）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已授出購股權的50%（股份數目已向下湊整至最接近的整數）

二零二二年七月一日 已授出購股權的62.5%（股份數目已向下湊整至最接近的整數）

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 已授出購股權的75%（股份數目已向下湊整至最接近的整數）

二零二三年七月一日 已授出購股權的87.5%（股份數目已向下湊整至最接近的整數）

二零二四年一月一日 已授出購股權的100%（股份數目已向下湊整至最接近的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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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獎勵計劃

為獎勵董事及合資格人士，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一日批准及採納

並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修訂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受限制股份單位
計劃」），就此授出的每個受限制股份單位（「受限制股份單位」）代表一股相
關股份。由於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不涉及本公司授出認購新股份的購股權，

故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並不受限於GEM上市規則第二十三章的條文。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已授出且仍然有效的受限制股份單位有

18,652,270個，其中17,728,770個受限制股份單位已歸屬。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概無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無受

限制股份單位獲行使；無受限制股份單位被註銷；2,935,000個受限制股份

單位失效。此外，匯聚信託有限公司（即協助管理及歸屬授出的受限制股份

單位的受限制股份單位受託人）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並無於聯交所購買任何股份，以在受限制股份單位獲行使時用於償付。

於競爭業務的權益

概無本公司董事或控股股東或任何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定義見GEM上市

規則）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的三個月內從事與本集團業務直

接或間接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的任何業務或與本集團有任何其他利益

衝突。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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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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公司已應用GEM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
的原則及守則條文。

董事會認為，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的三個月內，本公司一直遵

守企業管治守則。

審計委員會

審計委員會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成立。審計委員會主席為獨立非執

行董事吳月琴女士。其他成員包括非執行董事紀學鋒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

董事張向東先生及孔毅先生。審計委員會的書面職權範圍刊載於GEM網站

及本公司網站。

審計委員會的基本職務主要為檢討財務資料及申報程序、內部監控程序及

本公司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制度、內部審計職能的成效、審計計劃、與外

部核數師的關係及相關安排，讓本公司僱員可暗中就本公司財務匯報、內

部監控或其他方面可能發生的不正當行為提出關注。

本公司已遵守GEM上市規則第5.28條關於審計委員會組成的規定。

董事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GEM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載董事證券交易必守買賣標

準。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已確認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的三個月內一直遵守必守買賣標準的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