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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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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度業績（未經審計）

董事會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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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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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綜合虧損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收入 4 37,928 20,454 82,609 69,136
成本 (23,956) (15,749) (54,973) (44,346)    

毛利 13,972 4,705 27,636 24,790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8,128) (3,277) (20,737) (12,633)
行政開支 (10,814) (8,100) (26,290) (23,929)
研發開支 (5,953) (4,773) (18,292) (14,402)
應收款項減值轉回╱（虧損）淨額 561 (184) 510 (1,157)
其他經營（虧損）╱收入 — 淨額 (956) (700) 1,383 123    

經營虧損 (11,318) (12,329) (35,790) (27,208)
其他（虧損）╱利得 — 淨額 5 (1,284) 3,434 (9,470) 5,836
財務收益╱（成本） — 淨額 273 (632) (980) (2,179)
享有採用權益法入賬的投資收益╱（虧損） 36 (3) 183 (94)    

除所得稅前虧損 (12,293) (9,530) (46,057) (23,645)
所得稅（開支）╱扣除 6 (4) (5) (10) 59    

期內虧損 (12,297) (9,535) (46,067) (23,586)    

其他綜合收益╱（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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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收益╱（虧損）份額，扣除稅
項 1,501 174 2,709 (375)

其後不會重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 貨幣換算差額 10,206 2,093 21,643 (401)    

期內其他綜合收益╱（虧損），扣除稅項 11,707 2,267 24,352 (776)    

期內綜合虧損總額 (590) (7,268) (21,715) (24,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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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以下應佔虧損 ：
本公司所有者 (12,162) (9,126) (45,288) (22,424)
非控制性權益 (135) (409) (779) (1,162)    

期內虧損 (12,297) (9,535) (46,067) (23,586)    

以下應佔綜合虧損總額 ：
本公司所有者 (455) (6,859) (20,936) (23,200)
非控制性權益 (135) (409) (779) (1,162)    

期內綜合虧損總額 (590) (7,268) (21,715) (24,362)    

每股虧損（每股以人民幣計）
— 基本 7(a) (0.03) (0.03) (0.13) (0.06)    

— 攤薄 7(b) (0.03) (0.03) (0.13)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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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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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本公司所有者應佔 

（未經審計） 股本 股本溢價

股本 —
受限制股份
單位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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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收益╱（虧損）
期內虧損 — — — — (45,288) (45,288) (779) (46,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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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709 — 2,709 — 2,709
— 貨幣換算差額 — — — 21,643 — 21,643 — 21,643        

期內綜合收益╱（虧損）總額 — — — 24,352 (45,288) (20,936) (779) (2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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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70 — 170 2 172        

期內本公司所有者出資及獲發分派 
的總額 — — — 946 — 946 (774) 172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的結餘 59 1,720,690 (10,555) 419,152 (1,845,846) 283,500 (1,053) 282,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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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所有者應佔 

（未經審計） 股本 股本溢價

股本 — 
受限制股份
單位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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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虧損
期內虧損 — — — — (22,424) (22,424) (1,162) (23,586)
其他綜合虧損
— 享有按權益法入賬的投資的其他綜

合虧損份額，扣除稅項 — — — (375) — (375) — (375)
— 貨幣換算差額 — — — (401) — (401) — (401)        

期內綜合虧損總額 — — — (776) (22,424) (23,200) (1,162) (24,362)        

於權益直接確認的本公司所有者出資及
獲發分派的總額

處置子公司 — — — — — — (2,967) (2,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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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309 — 2,309 13 2,322        

期內本公司所有者出資及獲發分派 
的總額 — — (101) 2,309 — 2,208 (2,954) (746)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的結餘 59 1,720,690 (10,555) 400,866 (1,747,677) 363,383 5,200 368,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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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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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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板（「創業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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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從事影視及網劇業務（「影視業務」）及
其他業務（「其他業務」）。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中期簡明合併綜合虧損表，截

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合併權益變動表，以及本集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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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二二年十一月十一日經董事會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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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財務資料已根據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

務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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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本簡明合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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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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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當前報告期。本集團無須因採納

該等修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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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

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內分為三個須匯報經營分部。

本集團的三個須匯報分部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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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遊戲虛擬物品銷售及授權金及技術服務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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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他業務，主要在中國從事在電商平台銷售食品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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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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潤這一指標評估各經營分

部的表現。經營虧損與除所得稅前虧損的調節載於合併損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分部收入：
— 遊戲業務 14,661 15,191 51,892 54,429
— 影視業務 3,981 5,263 4,404 14,707
— 其他業務 19,286 — 26,313 —    

總計 37,928 20,454 82,609 69,136    

分部業績 — 經營（虧損）╱利潤：
— 遊戲業務 (13,502) (11,831) (32,147) (27,113)
— 影視業務 3,012 (498) (1,499) (95)
— 其他業務 (828) — (2,144) —    

總計 (11,318) (12,329) (35,790) (27,208)    

來自中國、韓國以及其他海外國家及地區的收入明細參見下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來自外界客戶的收入：
— 中國 31,548 12,192 61,424 38,160
— 韓國 6,298 7,080 20,210 27,004
— 其他海外國家及地區 82 1,182 975 3,972    

37,928 20,454 82,609 69,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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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虧損）╱利得 — 淨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按公允價值計量且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的

公允價值虧損 — (4,988) (10,372) (2,128)

按公允價值計量且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的

股息收入 — 334 1,152 1,486

按公允價值計量且變動計入損益的聯營公司的

公允價值（虧損）╱收益及股息收入 (1,284) 8,088 (250) 6,478    

(1,284) 3,434 (9,470) 5,836    

6. 所得稅開支╱（扣除）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的

所得稅開支╱（扣除）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即期所得稅 4 5 10 (59)    

所得稅開支╱（扣除） 4 5 10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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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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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第三季度報告 | 藍港互動集團有限公司 12

6. 所得稅開支╱（扣除）（續）

本集團就在中國的業務所作所得稅撥備按各集團公司截至二零二二年

及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估計應課稅溢利以25%的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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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三十日止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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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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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三十

日止九個月免於繳納所得稅。

7. 每股虧損

(a) 基本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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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本公司所有者應佔虧損（人民幣千元） (12,162) (9,126) (45,288) (22,424)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千股） 349,262 348,965 349,049 347,819    

每股基本虧損（以每股人民幣計） (0.03) (0.03) (0.13)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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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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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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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及九個月，本集團處於虧損，潛在的股份因具有反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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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的每股攤

薄虧損與本年度的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8. 股息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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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第三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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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港遊戲業務已啟動《蠻荒紀元》、《伊蘇VI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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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劇《對你不止是喜歡》和《摩耶人間玉》均已順利殺青，

進入緊張的後期製作中，等待上線。此外，《陷入我們的熱戀》、《古樂風華

錄》、《雲海傳》等IP作品的劇本在繼續創作優化中。

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第二季度開啟的新業務拓展，三季度有相應的進展，

不過仍屬探索期。

未來，本集團將繼續積極推進公司戰略落地，一方面保持對於遊戲自主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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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於去年啟動了《鬧鬧天宮》的新版本自主研發，《鬧鬧天宮》是一款以

西遊記題材作為背景的實時對戰競技塔防手遊，在原作《鬧鬧天宮》關於中

國古代神話人物和卡通國風的美術表達下，玩家可以編輯自己的英雄卡組，

以塔防的戰鬥玩法進行對抗，使用英雄的升級和合成，存在豐富隨機性的

同時，為玩家帶來刺激的塔防競技體驗。同時，遊戲中設計多款京劇系列

皮膚和相聲主題皮膚，希望通過遊戲的載體，讓更多新老玩家感受到中國

傳統文化的魅力，以此致敬國粹，傳承國風。目前該產品處於緊密的研發

階段，預計二零二三年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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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已簽約泰國本地發行商，預計二零二三年第一季度在泰國上線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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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航海之路》。另外，本集團此前已獲得日本殿堂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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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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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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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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五

月份順利殺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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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正處於緊張的後期製作中，預計二零二二年年底交片，二零二三年第

一季度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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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於後期製作中，預計二零二三年第一季度上線。

IP方面，藍港影業已儲備《陷入我們的熱戀》、《古樂風華錄》、《雲海傳》等

重量級佳作。S級口碑IP《陷入我們的熱戀》是晉江言情TOP10頭部人氣作者

耳東兔子的最新霸榜力作。該劇講述了高考結束後，徐梔成了睿軍中學最

大的黑馬，也是在那個夏天，她遇上了陳路周，一個恃帥行兇的混球，兩

人陰差陽錯地開啟了一段青春熾熱的浪漫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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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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展望

二零二二年第四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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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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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約人民幣69.1百萬

元增加約19.5%至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約人民幣82.6百萬元。

下表載列本集團按分部業績劃分的明細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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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92 54,429 (4.7)

— 影視業務 4,404 14,707 (70.1)

— 其他業務 26,313 — —   

總計 82,609 69,136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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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本集團按區域劃分的收入明細：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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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24 74.3 38,160 55.2

韓國 20,210 24.5 27,004 39.1

其他海外國家及地區 975 1.2 3,972 5.7    

總計 82,609 100.0 69,136 100.0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遊戲業務所貢獻收入約為人民幣

51.9百萬元，較二零二一年同期減少約4.7%或人民幣2.5百萬元，乃由於遊

戲流水下降，本集團已制定策略，以保留更多時間來加強遊戲開發的質量

及推出具競爭力的遊戲。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確認其他業務收入約人民幣26.3百萬元，

主要由於在中國銷售食品。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確認授出和製作網劇業務及其他收入

約人民幣4.4百萬元，較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約人民幣

14.7百萬元減少約70.1%，乃由於影視業務的周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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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成本約為人民幣55.0百萬

元，較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約人民幣44.3百萬元增加約

24.2%。

本集團成本增加主要由於其他業務收入增加。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毛利約為人民幣27.6百萬

元，較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約人民幣24.8百萬元增加約

11.3%。本集團毛利增加主要由其他業務貢獻。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毛利率約為33.4%，較截至二

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35.9%減少約2.5個百分點。本集團毛利率

下降主要由於其他業務處於探索期，相關成本率較高。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約為人

民幣20.7百萬元，較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約人民幣12.6百

萬元增加約64.3%，主要由於擴大產品市場份額及提升產品銷售額產生的開

支。

行政開支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行政開支約為人民幣26.3百

萬元，較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人民幣23.9百萬元增加約

10.0%。本集團行政開支增加，主要由於對部分無形資產計提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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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開支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研發開支約為人民幣18.3百

萬元，較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人民幣14.4百萬元增加約

27.1%，本集團研發開支增加主要由於自主研發的投資增加。

分部業績 — 經營虧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變化（概約%）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業績 — 經營虧損：
— 遊戲業務 (32,147) (27,113) 18.6

— 影視業務 (1,499) (95) 1,477.9

—  其他業務 (2,144) — —   

總計 (35,790) (27,208) 31.5   

其他（虧損）╱利得 — 淨額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其他虧損 — 淨額約為人民幣9.5
百萬元，而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其他利得 — 淨額約為人民
幣5.8百萬元，主要由於本集團所持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出現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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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期內虧損淨額（未計按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公允

價值虧損、以股份為基礎的補償開支及支付的一次性離職補償金）計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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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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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分別載列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根據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計量的期內虧損與經調整虧損淨額的對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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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67) (23,586) 95.3

加：
按公允價值計量且變動計入損益

的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虧損 10,372 2,128 387.4

以股份為基礎的補償開支 172 2,322 (92.6)

支付的一次性離職補償金 2,509 456 450.2

經調整虧損淨額 (33,014) (18,680) 76.7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經調整虧損淨額約為人民幣

33.0百萬元，而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經調整虧損淨額約

為人民幣18.7百萬元。

相比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經調整虧損淨額有所增加，主

要由於以下因素的綜合影響﹕i) 銷售及市場推廣費用的增加；ii) 對部分無

形資產計提減值；及iii) 自主研發的投資增加。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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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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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政策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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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我們擁有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人民幣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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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以人民幣（約47.4%）、美元

（約38.1%）、港幣（約13.7%）及其他貨幣（約0.8%）計值。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我們擁有短期銀行存款約為人民幣86.7百萬元（於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57.4百萬元）。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我們已全額歸還銀行貸款，期末無受限制存款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貸款額度為人民幣50.0百萬元，受限制存

款為人民幣55.5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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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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未借入銀行貸款（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約人民幣50.0百萬元）。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按負

債總額除以總資產計算的負債比率為約26.9%（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約32.3%）。

集團資產質押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無受限制存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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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三十日止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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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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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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132名僱員。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

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僱員薪酬總額約為人民幣43.7百萬元（截至二零

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人民幣39.6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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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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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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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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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三十日
止九個月

截至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所得款項淨額 已動用金額 已動用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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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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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8.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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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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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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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當中約8.9百萬港元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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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期後重大事項

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之後並無發生影響本集團且須向股東報告的重大事項。



2022年第三季度報告 | 藍港互動集團有限公司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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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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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受限制股份單位全部已被歸屬。

詳情請參閱本報告「股份獎勵計劃」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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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所有受限制股份單位

已獲歸屬。

詳情請參閱本報告「購股權計劃」及「股份獎勵計劃」各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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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所有受限制股份單

位已獲歸屬。

詳情請參閱本報告「購股權計劃」及「股份獎勵計劃」各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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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所有受限制股份單位

已獲歸屬。

詳情請參閱本報告「購股權計劃」及「股份獎勵計劃」各節。

(5)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367,974,964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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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於本集團其他成員公司股份之好倉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以下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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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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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益擁有人（附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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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益擁有人（附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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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益擁有人（附註4） 人民幣90,000元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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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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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披露者外，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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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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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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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第三季度報告 | 藍港互動集團有限公司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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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根據聯交所可獲資料，復星國際由復星控股有限公

司（「復星控股」）擁有72.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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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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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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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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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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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三十日已授出及尚未行使購股權的詳情及截至二

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變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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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於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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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30,000 638,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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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72,500 59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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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已授出且仍然有效的受限制股份單位有

18,532,270個，其中18,233,520個受限制股份單位已歸屬。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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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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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並無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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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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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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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認為，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內，本公司一直遵守

GEM上市規則附錄十五《企業管治守則》第二部分所載的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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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