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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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內容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A8 New Media Group Limited
A8新媒體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0）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
人民幣44,700,000元，而二零一九年同期應佔虧損約人民幣11,800,000元。

•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總收入約人民幣42,500,000
元，較二零一九年同期約人民幣60,200,000元下降約29.5%。

•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總體毛利率約為75.6%，
而二零一九年同期約為38.2%。

• 穩健的財務狀況，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現金及銀行結餘及高流動
性短期資產約人民幣513,200,000元，淨資產約人民幣1,556,300,000元。

A8新媒體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
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未經核數師審核，但已由本公
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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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5 42,451 58,696

提供服務成本 (10,339) (35,710)
  

毛利 32,112 22,986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5 30,559 10,051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2,662) (4,131)
行政開支 (16,334) (29,309)
其他開支，淨額 (11,364) (21,958)
財務費用 6 (2,322) (3,743)
分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淨額 15,056 6,003

  

除稅前溢利╱（虧損） 7 45,085 (20,101)
所得稅抵免╱（開支） 8 (3,181) 4,723

  

期內溢利╱（虧損） 41,904 (15,378)
  

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44,718 (11,778)
 非控股權益 (2,814) (3,600)

  

41,904 (15,378)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溢利╱（虧損） 10

 基本（每股人民幣） 1.66分 （0.44分）
  

 攤薄（每股人民幣） 1.66分 （0.4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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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利潤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內溢利╱（虧損） 41,904 (15,378)

其他全面溢利╱（虧損）

往後期間可轉入損益表之其他全面溢利╱（虧損）：
 財務報表折算產生的匯兌差異 25 (190)

往後期間不會轉入損益表之其他全面溢利╱（虧損）：
 分擔一間聯營公司之其他全面損失 – (15,122)
 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其他全面溢利之權益投資之
  公平值變動，扣除稅後淨額 60,048 31,527

  

往後期間不會轉入損益表之其他全面溢利淨額 60,048 16,405
  

期內其他全面溢利，扣除稅後淨額 60,073 16,215
  

期內全面溢利總額 101,977 837
  

應佔：
 公司擁有人 104,791 4,437
 非控股權益 (2,814) (3,600)

  

101,977 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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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131,142 135,305
投資性物業 426,000 431,000
使用權資產 13,233 13,758
商譽 18,871 18,871
無形資產 2,266 2,630
網絡電影及劇集 – 457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265,416 250,360
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
 資產 147,284 127,702
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全面收益
 之金融資產 313,478 233,414
遞延稅項資產 888 1,128

  

非流動資產合計 1,318,578 1,214,625
  

流動資產
製作中的網絡電影及劇集 – 3,663
應收賬款 12 1,856 2,014
預付賬款、其他應收款及其他資產 17,412 13,872
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
 資產 5,212 16,739
受限制現金及已質押存款 184,042 183,00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23,971 372,110

  

流動資產合計 532,493 591,407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3 7,976 8,014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52,115 51,800
附息銀行借貸 51,000 130,000
租賃負債 771 755
應付稅項 9,919 10,281

  

流動負債合計 121,781 200,850
  

流動資產淨值 410,712 390,557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1,729,290 1,605,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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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32 521
遞延稅項負債 161,478 139,066
遞延收益 1,350 2,100

  

非流動負債合計 162,960 141,687
  

資產淨值 1,566,330 1,463,495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4 22,818 22,818
儲備 1,544,079 1,438,430

  

1,566,897 1,461,248
非控股權益 (567) 2,247

  

權益總額 1,566,330 1,463,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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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1. 公司資料

A8新媒體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為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本公司註冊辦事
處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於本期內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或「中國內地」）
從事包括以下主營業務：

• 提供數字娛樂服務

• 物業投資

於期內本集團的主營業務性質無重大變動。

2. 編製依據

截至二零二零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根據國際會計
準則理事會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
資料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中規定的所有資料及披露且應與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3. 會計政策變動及披露

編製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而採納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的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惟於本期間的財務資料首次採納以下經修
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除外。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業務的釋義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及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及
 國際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

重要性的釋義

除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業務的釋義對本集團之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
資料編制並不相關外，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性質及影響描述如下：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利
率基準改革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旨在
處理銀行同業拆息改革對財務申報的影響。該等修訂提供可在替換現有利率基準前的不
確定期間內繼續進行對沖會計的暫時性補救措施。此外，該等修訂規定公司須向投資者
提供有關受該等不確定因素直接影響的對沖關係的額外資料。該修訂不會對本集團的財
務財務及表現有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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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重要性的釋義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重新界定重要性。根據新定義，倘可
合理預期漏報、錯報或掩蓋個別信息將可影響使用財務報表作一般目的的主要使用者基
於該等財務報表作出的決定，則該信息為重要。該等修訂澄清，重要性取決於信息的性
質或牽涉範圍。該等修訂並無對本集團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有任何影響。

4. 經營分類資料

基於管理目的，本集團按所提供的服務劃分業務單元，形成如下兩個報告經營分部：

(a) 數字娛樂分部主要於中國從事 (1)音樂娛樂；(2)遊戲相關服務業務；以及 (3)影視製作；
以及

(b) 物業投資分部主要於中國從事租賃及物業管理。

管理層單獨監察本集團之經營分部業績，以決定資源分配及業績評估。分部業績根據報
告分部溢利╱（虧損）進行評估，而報告分部溢利╱（虧損）之計算方式為經調整之除稅前溢
利╱（虧損）。經調整除稅前溢利╱（虧損）之計算方法與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虧損）一致，
惟銀行利息收入、財務費用（除租賃負債利息之外）及公司及其他未分配收入及開支淨額
則不撥入該項計算中。

該等分部報告的資訊，連同相關的比較資料列示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數字娛樂 物業投資 總額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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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收入 3,863 22,894 38,588 35,802 42,451 58,696
提供服務成本 (2,761) (27,067) (7,578) (8,643) (10,339) (35,710)

      

毛利 1,102 (4,173) 31,010 27,159 32,112 22,986
      

分部業績 2,507 (16,105) 23,332 22,159 25,839 6,054
    

對賬：
 銀行利息收入 8,041 7,578
 財務費用（除租賃負債
  利息之外） (2,300) (3,697)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收入及
  開支，淨額 13,505 (30,036)

  

除稅前溢利╱（虧損） 45,085 (20,101)
所得稅抵免╱（開支） (3,181) 4,723

  

期內溢利╱（虧損） 41,904 (15,378)
  

本集團逾90%收入乃產生自本集團中國業務的外部客戶，以及本集團並無位於中國境外
的非流動資產（不包括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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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收入及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客戶合約收入
數字娛樂服務 3,863 22,894

物業管理服務 7,671 8,012
  

11,534 30,906

其他來源收入
源自投資物業經營租賃總收入：
 非取決於一項指標或比率的變動租賃付款 747 787

 其他租賃付款，包括固定付款 30,170 27,003
  

30,917 27,790
  

42,451 58,696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銀行利息收入 8,041 7,578

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之公平值收益，淨額 14,515 –

外幣匯兌差異，淨額 4,963 955

分紅收益源於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其他綜合收益之金融資產 808 –

其他 2,272 1,518
  

30,599 1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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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務費用

財務費用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借貸之利息 2,300 3,697

租賃負債之利息 22 46
  

2,322 3,743
  

7. 除稅前溢利╱（虧損）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虧損）乃經扣除╱（計入）下列項目後達致：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081 4,568

使用權資產折舊 525 547

無形資產攤銷 364 4,234

網絡電影及劇集攤銷*** 457 16,617

無形資產減值*** – 6,733

應付賬款撇銷*** – (7,000)

應收賬款撇銷* 2,678 –

其他應付款撇銷*** (81) –

應收賬款減值* 24 188

製作中的網絡電影及劇集減值* 3,663 –

計入預付賬款、其他應收款及其他資產之金融資產減值* – 176

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
 公平值（收益）╱損失**/* (14,515) 15,267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5,000 5,000

外幣匯兌差異，淨額** (4,963) (955)
  

* 於簡明綜合損益表計入「其他開支，淨額」

** 於簡明綜合損益表計入「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 於簡明綜合損益表計入「提供服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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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抵免）╱開支

於期內，除一間子公司因其為兩級課稅制度下的合資格主體，首2,000,000港元的應評稅
溢利按8.25%計徵及剩餘應評稅溢利按16.5%計徵外，在香港產生的應課稅溢利均已按
16.5%（2019：16.5%）作出撥備。

該等於中國內地運營之附屬公司之所得稅乃根據當地現有法律、詮釋及慣例按其現行稅
率計算。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所得稅開支╱（抵免）分
析呈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 — 香港
 期內支出 116 115

即期 — 中國
 期內支出 1,043 581

 以前年度多計 (614) (593)

遞延 2,636 (4,826)
  

本期所得稅開支╱（抵免）合計 3,181 (4,723)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二零一九年，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享受優惠稅率。

9. 中期股息

董事會（「董事會」）不建議宣派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
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10.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溢利╱（虧損）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溢利乃根據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本集
團期內溢利約人民幣44,718,000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人民幣
11,778,000元）及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已發行普通股減根據期內股份
獎勵計劃持有之股份的加權平均數2,693,536,000股（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693,535,000股）計算。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並無潛在攤薄已發行普通股份，故無須
就攤薄調整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已呈列之每股基本盈利金額。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尚未行使的購股權對該等期間所呈列的每股基本虧
損金額具有反攤薄影響，因此對期內每股基本虧損金額無須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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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物業、廠房及設備

本集團於期內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為人民幣16,000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人民幣19,000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處置及╱或撇銷物業、廠房
及設備為人民幣97,000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327,000元）。

12. 應收賬款

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並扣除撥備後的應收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結算
 一個月內 4 209

 一至二個月 78 47

 二至三個月 68 46

 超過三個月 878 275
  

1,028 577

未結算 828 1,437
  

1,856 2,014
  

本集團並無授予客戶正式信貸期，但客戶通常會在30至120日期間結清應付本集團之款項。

13. 應付賬款

於報告期間完結時，本集團按發票日期計算的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個月內 1 289

一至三個月 3 14

四至六個月 6 38

六個月以上 7,966 7,673
  

7,976 8,014
  

應付賬款乃不計息，且一般須於30日至180日內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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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股本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法定：
 3,000,000,000股（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26,513 26,513

  

已發行及繳足：
 2,700,886,628股（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700,886,628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22,818 22,818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交易概要載列如下：

已發行及
繳足普通股

數目
普通股
面值

股份
溢價

等同
普通股
面值

等同
股份
溢價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及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2,700,886,628 27,009 1,148,150 22,818 966,775 989,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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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1 業務回顧和展望

二零二零年上半年業務回顧

本集團聚焦於網絡文學、網絡遊戲、影視、短視頻、音樂組成的泛娛樂市場，
通過 IP的長鏈條縱向開發，各個細分領域之間不斷融合發展，相互提供內
容支撐，實現打造高品質 IP及 IP衍生品的開發和變現。中國國內的泛娛樂
行業持續高速發展，與此同時，隨著相關政策的完善，國家對行業的監管
愈趨嚴格。二零二零年初，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爆發使全球商業環境面臨
嚴峻的考驗。報告期內，面對市場環境和監管政策的發展變化及新型冠狀
病毒（「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影響，本集團積極調整各業務板塊運營策略，
加強項目立項控制和項目風險把控、強化成本費用管控、調整不達預期項
目及內部資源分配，採取相關措施減少疫情對物業投資業務營運的負面
影響。本集團通過採取以上措施，取得顯著效果。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實現扭虧為盈，錄得溢利41.9百萬元。

遊戲業務

自2019年初遊戲版號恢復審批至今，遊戲版號的下發數量已大幅減少，版
號收緊的影響仍在持續。2020年上半年，國家新聞出版署共下發國產網絡
遊戲版號582個，同比下降47%。在行業相關政策持續對頭部公司高質量原
創遊戲傾斜的背景下，本集團積極調整戰略，對網絡遊戲業務線進行了結
構調整及優化，將精力和資源集中在精品遊戲的打磨上，同時控制成本，
收縮遊戲發行規模，聚焦遊戲研發，以應對遊戲行業不斷加劇的競爭。

報告期內，本集團網絡遊戲業務的收入主要來自於木七七（本集團與騰訊
共同投資的控股子公司）運營的一款卡牌遊戲「卡片怪獸」，該遊戲為一款
快節奏輕策略的休閒卡牌手游，由騰訊極光計劃獨家代理。同時，木七七
的另一款原創遊戲「巨像騎士團」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在中國台灣發行，計
劃今年下半年在中國大陸上線。「巨像騎士團」作為一款蒸汽朋克輕戰棋
手游，遊戲玩法極具差異化，遊戲內容上提供玩家與玩家的挑戰，以及玩
家與環境的挑戰，滿足不同玩家需求，傳達給玩家一種「獨特」又「新奇」的
氛圍。除此之外，木七七的一款放置類遊戲「冒險與挖礦」重新上線後，再
次受到廣大用戶的關注與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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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業務

A8影視開發的古裝輕喜劇「大周小冰人」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份在愛奇藝上
線播放，受國家廣播電視總局限制古裝劇播放的影響，該劇的播放情況低
於本公司預期，但目前仍有分賬收入。於報告期內，影視業務由於受到疫
情影響，未進行新劇拍攝，本集團於該期間積極進行業務調整，以便未來
開發出優質的影視項目。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通過增資、股份收購以及業績補償的
方式累計持有藍藍藍藍影視傳媒（天津）有限公司（「藍藍藍藍影視」）29.52%
的股份。藍藍藍藍影視主要從事編寫劇本、銷售劇本、將劇本改編，及制
作網劇等業務。

物業投資業務

報告期內，在物業投資業務方面，本集團的收入來源於國家音樂產業基地 
— A8音樂大廈的租金及物業服務收入。A8音樂大廈位於深圳大灣區核心
區域，所處地理位置優越，其總建築面積為5.25萬平方米，集音樂演出、辦
公及商業服務等功能為一體。二零二零上半年，物業投資業務為本集團貢
獻了約人民幣38,600,000元的總收入（未扣除稅金及附加稅的收入）（「總收入」）。

二零二零年上半年，商業租賃市場趨於飽和，加之受到疫情影響，整個租
賃市場持續低迷。面對挑戰，A8音樂大廈積極採取多項措施應對，在組織
抗疫的同時，本集團秉承「圍繞客戶、需求創新」的經營理念，擴大招商、
穩定客戶、多渠道增收、合理壓縮成本，並持續提升服務質量，取得顯著
效果，使得物業投資業務的收入受到市場環境和疫情的影響有限。

本集團依托於A8音樂大廈運營的A8Live線下演出品牌，由於受到疫情影響，
自1月23日起暫停演出。後續根據疫情狀況及政府相關政策，在保證安全
的情況下，逐步恢復，並積極採取各項措施提升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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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文學

北京掌文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北京掌文」）主要從事網絡文學閱讀以及版
權的孵化和運營業務。北京掌文目前主要運營四個文學平台：黑巖網、若
初網、若夏網和檸檬免費小說網。北京掌文從事全版權運營，將文學作品
改編為網絡電影、網絡劇、院線電影、漫畫、動畫、有聲讀物和有聲劇等，
或者授權第三方進行版權的多樣化開發。

文學 IP版權運營取得持續性穩定增長。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北京掌文的版權運營收入較二零一九年同期增長52%。該增長主要
源於影視制作發行業務、有聲讀物業務、動漫業務和第三方閱讀業務的發
展。

北京掌文及旗下公司錄制的有聲作品小時數較去年增加超過2.5萬小時。
北京掌文及旗下公司的多部有聲小說在喜馬拉雅FM、懶人聽書及蜻蜓FM
等平台位居排行榜前列。

北京掌文旗下公司的多部改編漫畫在騰訊動漫、快看漫畫和小明太極名
列前茅。

根據黑岩網「魔術王」改編，並由北京掌文主要投資、北京黑岩星球製作發
行的網絡電影「大幻術師」愛奇藝獨家播出，預約人數達到18萬人。《大幻
術師》播出首日內即成為愛奇藝網絡電影熱播榜和飈升榜第一名。截至8
月21日，抖音話題播放量超過3.4億，連續多日佔據熱播榜和票房榜第一位。
累計分賬票房超1,200萬，成為三季度分賬票房榜最高的網絡電影，成為年
度全平台最受關注的網絡電影之一。

文學閱讀業務穩定發展，第三方閱讀業務保持穩健增長。截至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北京掌文自有平台累計註冊用戶數連續四年保持了年均復
合增長率40%。北京掌文的免費閱讀平台檸檬免費小說網在二零一八年上
線，目前擁有活躍用戶數超過60萬人，過去兩年保持了年均復合增長率
120%。除了在自有平台開展網絡文學閱讀業務，北京掌文還通過代理、授
權模式向第三方閱讀平台提供閱讀服務。二零二零年上半年，第三方授權
業務繼續保持穩健增長。北京掌文在閱文集團、阿裡文學、掌閱文學、追
書神器、縱橫文學、今日頭條、百度雲、咪咕文化等原有分銷渠道基礎上，
持續拓展新的分銷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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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下半年業務展望

二零二零年下半年，本集團將繼續以網絡文學、網絡游戲、影視、短視頻、
音樂組成的泛娛樂市場為主要業務方向；精選高品質 IP並對多種表現形
式的 IP衍生品進行深度開發；加強對泛娛樂行業產品、市場及其未來發展
趨勢的研究，積極探索創新業務發展；加強對泛娛樂行業狀況及業內公司
的調研和分析，努力尋找具有發展前景的優質投資標的。同時從加強項目
管理，控制人力成本、完善採購制度和流程等方面著手，嚴格控制集團成
本和業務風險。本集團持續對疫情的發展及狀況保持關注，繼續評估其對
本集團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的影響，並採取必要行動以降低疫情對業務
的影響。泛娛樂行業政策日趨完善，行業監管愈趨嚴格中國政府全面加強
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用戶付費意識逐漸增強，未來中國泛娛樂產業將向高
質量不斷發展。本集團將借力政策推動和泛娛樂市場的巨大潛力，依托高
質素的管理團隊和卓越的運營能力，在變幻的宏觀經濟環境中審時度勢，
砥礪前行，我們對未來充滿信心和期待。

2 財務回顧

收入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總收入約人民幣42,500,000元，
較二零一九年同期下降約29.5%（二零一九年：約人民幣60,200,000元）。

數字娛樂服務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數字娛樂服務總收入約人民幣3,900,000
元，較二零一九年同期大幅下降約83.2%（二零一九年：約人民幣23,000,000元）。
該減少主要由於本集團調整發展戰略，導致遊戲發行業務及影視製作總
收入下降約人民幣19,1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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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投資業務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租金及物管費的物業投資總
收入約人民幣38,600,000元，較二零一九年同期上升約3.7%（二零一九年：
約人民幣37,200,000元）。

提供服務的成本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提供服務的成本約人民幣
10,300,000元，較 二 零 一 九 年 同 期 下 降 約71.0%（二 零 一 九 年：約 人 民 幣
35,700,000元）。該下降主要源於伴隨著遊戲相關服務及影視製作收入減少，
其相關成本較二零一九年同期減少約人民幣24,300,000元。

數字娛樂服務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數字娛樂服務成本約人民幣2,800,000
元，較二零一九年同期下降約89.8%（二零一九年：約人民幣27,100,000元）。

物業投資業務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物業投資業務成本約人民幣7,600,000
元，較二零一九年同期下降約 12.3%（二零一九年：約人民幣8,600,000元）。
於期內，本集團採取有效的成本控制以減少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對投資物
業的影響。

毛利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毛利約為人民幣32,100,000元，
較二零一九年同期上升約39.7%（二零一九年：約人民幣23,000,000元）。截至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總體毛利率約為75.6%，而去年
同期約為38.2%。本集團總體毛利率的上升主要源於影視製作業務毛利率
上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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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約人
民 幣30,600,000元，較 去 年 同 期 大 幅 上 升204.4%（二 零 一 九 年：約 人 民 幣
10,100,000元）。此上升主要由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之六個月，
確認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的公平值變動收益約人
民幣14,500,000元，而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之六個月，於其他開支，
淨額下確認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損失
約人民幣15,300,000元。此外，外幣匯兌差異，淨額較去年同期增加約人民
幣4,000,000元。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約人
民幣2,700,000元，較二零一九年同期下降約35.6%，（二零一九年：約人民幣
4,100,000元）。該費用減少主要源於與游戲業務相關的發行業務縮減所致。

行政開支

截 至 二 零 二 零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本 集 團 行 政 開 支 約 人 民 幣
16,300,000元，較 二 零 一 九 年 同 期 下 降 約44.3%（二 零 一 九 年：約 人 民 幣
29,300,000元）。行政開支的減少主要源於本集團所處業務階段及發展戰略
的需要，縮減開支所致。

其他開支，淨額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其他開支，淨額約人民幣
11,400,000元，較 二 零 一 九 年 同 期 下 降 約48.2%（二 零 一 九 年：約 人 民 幣
22,000,000元）。該減少主要由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確
認與投資藍藍藍藍影視相關的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
產公平值變動損失約人民幣 17,000,000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其他開支，淨額包括 (i)投資物業公平值下降人民幣5,000,000元；(ii)
存貨減值撥備約人民幣3,700,000元；及 (iii)因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我們
向租戶提供租金及物業管理費優惠，致使撇銷應收賬款約人民幣2,700,000元。

分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淨額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分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
約人民幣15,100,000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150.8%（二零一九年：人民幣6,000,000
元）。該增加主要源於分擔北京掌文溢利較去年同期增加約人民幣7,8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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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項抵免╱（開支）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所得稅稅項開支約人民幣
3,200,000元，而二零一九年同期所得稅稅項抵免約人民幣4,700,000元。該變
化主要由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
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公平值上升帶來的遞延所得稅開支約人民幣3,600,000
元，而去年同期由於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及投資
物業公平值下降帶來的遞延所得稅抵免約人民幣5,500,000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由於上文所述原因，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權益持
有 人 應 佔 溢 利 約 人 民 幣44,700,000元，而 去 年 同 期 應 佔 虧 損 約 人 民 幣
11,800,000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結餘以及高流動性短期
資產包括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受限現金及質押存款及按公平值計量且其
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合計約人民幣513,200,000元（二零一九年：約人民
幣571,900,000元）。其中，約人民幣175,900,000元或約34%以人民幣列示。

於 二 零 二 零 年 六 月 三 十 日，本 集 團 短 期 附 息 銀 行 借 款 共 計 約 人 民 幣
51,000,000元（二零一九年：約人民幣130,000,000元），資產負債比率（按借貸
淨額除以資產總額計量）約為2.8%（二零一九年：約7.2%）。

本集團所面對之利率變動風險主要為其銀行存款。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大
陸經營，大部分交易均以人民幣結算。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未利用任何衍生工具對沖利率及匯
率風險。

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金
融資產約人民幣152,500,000元（二零一九年：約人民幣144,400,000元），包括
計入非流動資產的基金投資、與投資藍藍藍藍影視相關的衍生金融資產
及計入流動資產的銀行理財產品、上市股權投資。該增加主要受益於基金
投資公平值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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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綜合收益之金融資產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綜合
收益之金融資產約人民幣313,500,000元（二零一九年：約人民幣233,400,000元）。
此增長主要受益於一家遊戲研發公司業績大幅增長致使該遊戲研發公司
公平值上升。

人力資源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77名僱員（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123名僱員），本期的平均僱員人數85員，而二零一九年同期為136員。截至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僱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合計約為人
民幣11,300,000元（二零一九年：約人民幣20,700,000元）。該減少主要由於本
集團戰略發展需要，裁減人員以提高效率及縮減開支。

本集團的薪酬與花紅制度（定期進行檢討）乃按僱員工作表現釐定。本公司
亦已設立購股權計劃及股份獎勵計劃以鼓勵員工為提升公司價值及促進
本公司的長遠發展而努力。此外，本集團還向員工提供培訓計劃以定期提
升彼等的專業技能及知識。

3 募集資金使用情況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本公司與永新控股有限公司（「認購方」）訂立
認購協議，據此，認購方同意以現金認購，而本公司同意以每股股份 0.41
港元之認購價配發及發行本公司931,800,000股新股份（「認購事項」）。認購
事項於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日完成。認購事項之所得款項總額及所得款
項淨額分別約為382.0百萬港元及380.5百萬港元。

於本公告日期，認購事項之所得款項累計已經使用人民幣101,300,000元。
其中，於本公告期前，收購事項所得款項淨額中的約人民幣59,600,000元已
用於收購上海木七七51%股權，人民幣41,700,000元用於收購香港木七七及
控制上海木七七實施一系列可變利益實體協定及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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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五日之通函所披露，認購事項所
得款項淨額擬于時機出現時供本集團作進一步投資，重點放在手機遊戲
產業鏈。本公司有意將認購事項所得款項全部用作日後收購上下游手機
遊戲產業鏈公司。該認購事項之所得款項的用途與本集團在訂立認購協
議時的用途一致。

於本公告日期，認購事項之所得款項剩餘的金額為人民幣236,000,000元。
本公司暫無變更該認購事項之所得款項的用途的計畫。餘下未動用之收
購事項所得款項將按擬定用途使用。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並未物色到其
他合適業務或投資機會。本公司將繼續盡最大努力物色合適業務投資機會。
目前，本公司將該等未動用所得款項作為短期計息存款存放於香港持牌
銀行。

4 重大投資

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本集團無新增之重大投資。

5 主要風險及不確定因素

本集團的經營業績、財務狀況及發展前景均可能受到與本集團業務直接
或間接有關的風險及不確定因素所影響。下文載列的風險因素可能導致
本集團的經營業績、財務狀況及發展前景與預期或過往業績有重大差異。
此等因素並不全面，除下文所示外，亦可能存在其他不為本集團所知或目
前可能並不重大但日後可能轉為重大的風險及不確定因素。

業務風險

本集團物業投資分部的業務主要為租賃及物業管理，這部分業務或會受
疫情、租金及物業費市場價格的波動以及租戶流動不確定性的影響。

數位娛樂分部所從事的遊戲研發、影視製作和音樂娛樂相關業務，部分專
案的開發製作週期較長，行業競爭激烈，受眾人群喜好多變。倘本集團未
能成功適應與應對，則可能對此類業務經營業績及發展前景造成不利影響。

本集團對北京掌文、藍藍藍藍影視等項目的投資業績主要取決於被投資
公司的實際運營情況。倘被投資公司未能達到預期業績目標，則可能會對
本集團的業務造成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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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風險

本集團為開展各類業務，須遵守各項政策法規。於政策法規的變化會影響
本集團業務的開展，如文化主管部門對遊戲版號申報的政策的調整；國家
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對網劇上線的審查標準的調整，均可能導致本集團業
務的經營成本、經營情況大幅變動。

外匯風險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目前持有以港元及美元計值的現金及
現金等價物約為3,900,000港元及47,100,000美元。本集團主要經營業務所在
地的為中國，且大部分收入及支出均按照人民幣結算。因此本集團或會面
臨外幣匯兌風險。

6 藍藍藍藍影視履約之最新情況

於本公告日期，本集團合計持有本公司聯營公司藍藍藍藍影視29.52%的股
份。本集團通過增資、股份收購以及股權補償的方式取得該公司股權。由
於藍藍藍藍影視及其附屬公司未能達成截至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八年及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各年的目標溢利，根據相關交易
文件，藍藍藍藍影視的創辦人須以現金或股權補償本集團。此外，本集團
出售藍藍藍藍影視合計23.56%的股權尚未完成。於本公告日期，創辦人向
本集團就該出售事項支付人民幣5,000,000元。

藍藍藍藍影視的創辦人已向本集團承諾將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前
履行補償及出售事項有關的責任。

有關增資、收購事項、出售事項及補償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
為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三日、二零一八年九月三
日、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五日及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五日的公告以及本
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六月五日的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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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不建議派付二零二零年中期股息。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所有守則條文，惟守則條文A.2.1
有關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由不同人士擔任除外。

劉先生於科技、媒體及電信行業有多年豐富經驗並且一直負責集團的整體管
理和戰略策劃，董事會認為：劉先生擔任主席及行政總裁能為本集團業務做
出更好的決策。因此儘管與企業管治守則條文A.2.1有所偏離，劉先生於本公
告期間仍兼任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

遵守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包括聯交所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標準守則及自定義守則作為
董事進行本公司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彼等
均確認，彼等已於整個回顧期間遵守標準守則及自定義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審閱財務資料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
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根據有關審閱及與管理層的討論，審核委員會確信財務
資料是按適用的會計準則編製，並公平呈列了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的財務狀況及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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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的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所採納的會計準則及
慣例，討論有關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項，並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

刊發二零二零年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

本二零二零年中期業績公告載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www.a8nmg.com。二零二零年中期報告將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七日（星期一）或前
後載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並寄發予股東。

承董事會命
A8新媒體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劉曉松

香港，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

(1) 執行董事劉曉松先生及林芊先生；及

(2) 獨立非執行董事陳耀光先生、吳士宏女士及李峰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