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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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及變更募集資金用途

財務摘要

•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約為人民幣26,400,000元，而二零二一年同期約為人民幣43,500,000元。

• 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入約為人民幣49,800,000

元，較 二 零 二 一 年 同 期 增 加 約15.3%（二 零 二 一 年：約 人 民 幣
43,100,000元）。

• 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總體毛利率約為76.0%，比
二零二一年同期的77.7%下降約1.7個百分點。

• 穩健的財務狀況，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及
高流動性短期資產達約人民幣581,9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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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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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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5 49,757 43,149

提供服務成本 (11,918) (9,610)
  

毛利 37,839 33,539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5 14,571 38,816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1,425) (1,784)

行政開支 (18,145) (14,341)

其他開支，淨額 (9,784) (26,671)

財務費用 6 (14) (634)

分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淨額 7,888 18,388
  

除稅前溢利 7 30,930 47,313

所得稅開支 8 (3,832) (5,323)
  

期內溢利 27,098 41,990
  

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6,438 43,451

 非控股權益 660 (1,461)
  

27,098 41,990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溢利 10

 基本（每股人民幣） 0.97分 1.61分
  

 攤薄（每股人民幣） 0.96分 1.61分
  



– 3 –

中期簡明綜合全面利潤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內溢利 27,098 4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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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4 (3,914)

  

往後期間不會轉入損益表之
 其他全面溢利╱（虧損）：
 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其他全面溢利之金融資產：
  公平值變動 5,185 (58,905)

  所得稅影響 (1,296) 14,727
  

往後期間不會轉入損益表至
 其他全面溢利╱（虧損） 3,889 (44,178)

  

期內其他全面溢利╱（虧損），扣除稅後淨額 24,093 (48,092)
  

期內全面溢利╱（虧損）總額 51,191 (6,102)
  

應佔：
 公司擁有人 50,531 (4,641)

 非控股權益 660 (1,461)
  

51,191 (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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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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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16,829 119,548
投資性物業 413,000 412,000
使用權資產 11,738 12,538
商譽 – 9,278
無形資產 808 1,172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307,578 299,690
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損益之金融資產 110,316 101,858
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 155,756 150,571
遞延稅項資產 160 235

  

非流動資產合計 1,116,185 1,106,890
  

流動資產
存貨 596 603
應收賬款 12 4,635 1,061
預付賬款、其他應收款及其他資產 4,602 5,086
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損益之金融資產 91,800 300
受限制現金及已質押存款 17 6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90,075 555,390

  

流動資產合計 591,725 562,505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3 8,023 7,754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42,448 51,008
應付稅項 10,432 18,351
租賃負債 – 402

  

流動負債合計 60,903 77,515
  

流動資產淨值 530,822 484,990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1,647,007 1,591,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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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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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遞延稅項負債 108,806 105,895
遞延收益 – 243

  

非流動負債合計 108,806 106,138
  

資產淨值 1,538,201 1,485,742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4 22,928 22,870
儲備 1,516,999 1,465,258

  

1,539,927 1,488,128
非控股權益 (1,726) (2,386)

  

權益總額 1,538,201 1,485,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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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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化產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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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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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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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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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之修訂

提述概念框架

國際會計準則第16號之修訂 物業、廠房及設備：預定用途前的收益
國際會計準則第37號之修訂 虧損合約 — 履行合約的成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年度
 改善措施2018–2020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附例及國際會計準則
 第41號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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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之性質及影響概述如下：

a.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旨在以對二零一八年六月發佈的財務報告概念
框架 的引用取代對先前財務報表編製和列報框架 的引用，而無需大幅度改變
其要求。該等修訂亦為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確認原則增添了例外，以使
企業可利用概念框架作為參考以決定資產或負債的構成。該例外規定，對於在
國際會計準則第37號或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1號解釋範圍內發生
的負債和或有負債，如果是單獨發生而不是在企業合併中產生的，採用國際財
務報告準則第3號的實體應參考國際會計準則第37號或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
會詮釋第21號解釋而不是概念框架。此外，該修訂闡明或有資產在購買日不符
合確認條件。本集團前瞻性地將修訂適用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發生
的企業合併。由於在此期間發生的企業合併中不存在修訂範圍內的或有資產、
負債和或有負債，因此該修訂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和業績沒有任何影響。

b. 國際會計準則第16號之修訂禁止實體從物業、廠房和設備項目的成本中扣除
該資產到能夠以管理層預期的方式運營所需的必要位置和條件過程中通過銷
售產生的任何收益。相反，實體應在損益中確認出售任何此類項目的收益以及
這些項目的成本。本集團對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或者之後提供使用的物業、廠
房和設備項目追溯適用了這些修訂。由於在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提供
可供使用物業、廠房及設備時並無銷售所產生的項目，因此該等修訂對本集團
的財務狀況或業績概無任何影響。

c. 國際會計準則第37號之修訂闡明，為了評估國際會計準則第37號下的合同是否
虧損，履行合同的成本包括與合同直接相關的成本。與合同直接相關的成本包
括履行該合同的增量成本（例如，直接勞動力和材料）和與履行該合同直接相關
的其他成本的分配（例如，用於履行合同的資產、廠房和設備的折舊費的分配，
以及合同管理和監督的成本）。一般費用和管理費用與合同沒有直接關係，除
非根據合同明確向對方收取，否則不包括在內。本集團前瞻性地將修訂適用於
截至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尚未履行其所有義務的合同。尚未識別出虧損合同。
因此，該修訂對集團的財務狀況或者業績沒有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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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的年度改進 列出了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第1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隨附示例及國
際會計準則第41號之修訂。預計將適用於本集團的修訂細節如下：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闡明實體在評估新的或修改的金融負
債條款是否與原始金融負債條款有實質性差異時所包含的費用。這些費用
僅包括借款人與貸款人之間支付或收取的費用，包括借款人或貸款人代表
對方支付或收取的費用。本集團前瞻性地將修訂適用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
日或之後修改或交換的金融負債。由於在此期間集團的金融負債沒有發生
任何修改，因此該修訂對集團的財務狀況或業績沒有任何影響。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刪除附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說明性
案例13中出租人償還租賃物業裝修之說明。消除在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16號對關於處理租賃獎勵有關的任何潛在混淆情況。

4. 經營分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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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產業分部主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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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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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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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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產業 物業投資 總額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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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2 3,713 39,735 39,436 49,757 43,149

提供服務成本 (3,890) (2,001) (8,028) (7,609) (11,918) (9,610)
      

毛利 6,132 1,712 31,707 31,827 37,839 33,539
      

分部業績 (3,498) 11,928 31,127 19,055 27,629 30,983
    

對賬：
 銀行利息收入 2,213 4,102

 財務費用（除租賃負債
  利息之外） – (628)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
  收入及開支，淨額 1,088 12,856

  

除稅前溢利 30,930 47,313

所得稅開支 (3,832) (5,323)
  

期內溢利 27,098 4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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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金融工具及遞延稅項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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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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客戶合約收入
遊戲相關服務收入 9,425 2,841

音樂收入 556 857

影視製作 41 15

物業管理服務 8,244 8,597
  

18,266 1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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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9 816

 其他租賃付款，包括固定付款 30,582 30,023
  

31,491 30,839
  

49,757 43,149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銀行利息收入 2,213 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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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58 –

投資性物業公平值變動收益 1,000 –

外幣匯兌差異，淨額 3,131 –

分紅收益源於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損益之金融資產 1,261 29,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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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000

其他 1,508 2,657
  

14,571 38,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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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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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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28

租賃負債之利息 14 6
  

14 634
  

7.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下列項目後達致：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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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0 3,976

使用權資產折舊 363 525

無形資產攤銷 364 365

商譽減值* 9,278 –

應收賬款減值* – 8

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
 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5,458) 13,509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1,000) 11,000

外幣匯兌差異，淨額*/** (3,131) 2,3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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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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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

於期內，除一間子公司因其符合兩級課稅制度下的合資格實體外，本集團在香港產
生的估計應評稅溢利已按16.5%（二零二一年：16.5%）稅率作出撥備。該公司首2,000,000

港元（二零二一年：2,000,000港元）源於香港的應評稅溢利按8.25%（二零二一年：8.25%）
計徵及剩餘應評稅溢利按16.5%計徵外計徵。

除一間附屬公司採用優惠稅率外，其他於中國內地運營的附屬公司的所得稅按其
經營所在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所得稅開支分析
呈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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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6

即期 — 中國
 期內支出 2,142 10,653

 以前年度少計 – 575

遞延 1,690 (5,941)
  

本期所得稅開支合計 3,832 5,323
  

9. 中期股息

董事會（「董事會」）不建議宣派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
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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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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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截至二零二二年及
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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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攤薄盈利金額乃根據本公司普通股權
益持有人應佔年度利潤，以及 (i)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用於每股基本溢利
計算），及 (ii)假設行使視為所有攤薄成普通股的潛在購股權時無償發行的普通股的
加權平均數計算。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無具潛在攤薄潛力之已發行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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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每股基本和攤薄盈利金額的計算基於：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盈利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本公司普通股權益
 持有人應佔年內利潤： 26,438 43,451

  

股份
千股 千股

股份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年內已發行普通股
 加權平均數 2,712,098 2,702,863

攤薄影響 — 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
 購股權 34,878 –

  

2,746,976 2,702,863
  

11.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處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為人民幣39,000元。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為人民幣13,000元及處
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為人民幣22,000元。

12. 應收賬款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賬款 4,883 1,309

減值 (248) (248)
  

4,635 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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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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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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7 207

 一至二個月 989 218

 二至三個月 956 13

 超過三個月 970 11
  

4,212 449

未結算 423 612
  

4,635 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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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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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0 35

一至三個月 2 86

四至六個月 5 35

六個月以上 7,076 7,598
  

8,023 7,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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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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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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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4,250,628股（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707,190,628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22,928 22,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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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2,707,190,628 27,072 1,150,481 22,870 968,683

行使購股權 (a) 7,060,000 71 2,371 58 1,976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2,714,250,628 27,143 1,152,852 22,928 970,659

     

附註：

(a) 認購權附帶的7,060,000股期權獲行使，每股認購價為0.219港元，導致發行7,060,000

股股份，總代價為 1,546,000港元（相當於人民幣 1,268,000元）。於行使期權時，金
額人民幣766,000元已由僱員股本補償儲備轉移至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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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1. 業務回顧和展望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業務回顧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本集團仍主要關注於網絡文學、網絡遊戲、影視、
短視頻、音樂組成的互聯網文化市場，同時開展產業園區業務；並對
科技、互聯網、大消費等領域的產品、市場及其未來發展趨勢進行持
續性的研究和分析，為從事科技、互聯網、大消費等領域的投資工作
做好了前期準備。報告期內，政府部門對未成年人保護、隱私保護和
數據安全等方面的政策及監管趨嚴，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有所反復。市
場環境和政府監管政策的發展變化及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疫情」）對本
集團造成一定的影響，本集團減少了部分業務，加強項目立項控制和
項目風險把控、強化成本費用管控、採取相關措施減少了疫情對產業
園區業務營運的負面影響。

本集團二十年來一直從事科技和互聯網事業，管理團隊具備科技和
互聯網產業經驗。本集團對於科技、互聯網行業有著較為深入的認知
和研究，具備從事科技、互聯網相關業務及投資的條件。為更好地符
合國家政策走向，適應行業環境的變化，本集團集中精力和資源研究、
分析、探索新能源、web3等重點領域，視合適時機開展新能源、web3

相關的投資或業務。

遊戲業務

報告期內，本集團遊戲業務收入主要來自於子公司上海木七七網絡
科技有限公司和香港木七七網絡科技有限公司（統稱為「木七七」）開
發及運營的原創遊戲「巨像騎士團」，「卡片怪獸」及代理的遊戲「冒險
與深淵」。受制於國家對未成年人保護等政策、遊戲競爭加劇等因素
的影響，本集團的遊戲業務發展嚴重受阻，管理層對遊戲業務進行了
大量縮減，盡力控制成本支出。



– 17 –

影視業務

報告期內，影視行業市場萎縮，競爭激烈，本集團未發展新的影視業務，
先前的影視業務仍有少量收入，收入主要來源於A8影視開發的古裝
輕喜劇「大周小冰人」。

網絡文學

北京掌文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北京掌文」）主要從事精品文娛內容 IP的
孵化、製作和全球發行。北京掌文目前主要運營四個業務板塊：網絡
文學內容研發、有聲書及音頻內容研發、動漫內容研發和視頻內容研
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北京掌文整體運營穩健。部
分合作方受屬地疫情的影響，出現收入延遲支付的情況，預計將陸續
於第三季度完成支付。

有聲書及音頻內容業務，北京掌文旗下主播Multi-Channel Network（「MCN」）
機構有聲書及音頻內容量較去年錄製小時數新增超過8萬小時，多部
有聲書進入喜馬拉雅FM、懶人聽書及蜻蜓FM等平台的暢銷榜Top10。
旗下主播MCN機構進入喜馬拉雅主播排行榜Top3，音頻廣告及主播
帶貨業務持續增長。旗下主播MCN機構於去年打造了精品音頻內容
製作基地，並且與喜馬拉雅達成深度戰略合作。

動漫業務方面，北京掌文旗下機構的多部長篇原創世界觀漫畫作品，
進入騰訊漫畫的新作榜、飈升榜和暢銷榜Top10。優質的原創漫畫內
容研發能力，為動畫業務的拓展奠定了良好基礎。北京掌文旗下動畫
製作機構，將於2022年下半年推出多個元宇宙世界觀性質的虛擬人動
畫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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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頻業務方面，北京掌文旗下影視機構製作的元宇宙科幻系列電影「神
兵特攻」在騰訊視頻獨家播出，成為當季度騰訊視頻播放量、分賬票
房和熱度最高的網絡電影。上線當週抖音娛樂榜Top1及總榜Top2，快
手娛樂榜及電影榜雙Top1，猫眼熱度榜Top1。由旗下影視機構製作發
行的福建省廣播電視局重點推優扶貧電影「瑜伽村」，於2022年春節期
間在騰訊視頻獨家播出，是騰訊視頻春節檔唯一的扶貧題材合家歡
電影。同時，在春節期間上線的冬奧會獻禮電影「飛吧！冰上之光」獲
得了北京廣播電視局「八個一」冬奧主題精品創作工程入選作品及北
京廣播電視網絡視聽發展基金扶持作品，榮獲朝陽區文化產業高質
量發展引導資金文化精品創作類唯一入選的網絡電影作品。另外，旗
下影視機構製作的系列世界觀奇幻電影「大幻術師」和「巨鱷」的兩部
續作，以及全新世界觀系列奇幻電影「靈幻先生」，將於2022年下半年
上映。

網絡文學業務方面，於報告期內，北京掌文自有平台用戶數顯著增長。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北京掌文自有平台累計註冊用戶數連
續五年保持了年均複合增長率42%。北京掌文除了在自有平台為用戶
提供優質作品閱讀服務外，同時授權行業內具有影響力的第三方平
台合作，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北京掌文旗下多部原創文學作品及改編
衍生作品在阿里文學、掌閱文學、喜馬拉雅、西紅柿小說、七貓小說、
百度文學和咪咕文化、愛奇藝、騰訊視頻等平台上長期佔據暢銷榜前
列，旗下平台多部暢銷小說在新媒體端名列前茅，奠定網絡文學優質
內容生產方。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北京掌文被列為北京市「鳳鳴計劃」企業，「鳳鳴
計劃」是北京市朝陽區政府針對區內高精尖、高成長科技企業推出的
重磅企業服務計劃，此舉將助力北京掌文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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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園區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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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上半年為本集
團貢獻了約人民幣39,700,000元的收入，與去年同期相比略有上升。

報告期間，新冠病毒疫情形勢依然嚴峻，對產業園區的租賃業務造成
影響。面對挑戰，本集團採取多項措施應對：I）在組織抗疫的同時，本
集團穩定老客戶，為受到疫情影響的客戶提供租金減免方案，為所有
客戶提供租金滯納金減免服務；II）調整招商措施，發展新客戶，進行
多渠道增收。報告期間，A8音樂大廈管理團隊入圍皇家特許測量師學
會「RICS」年度設施管理團隊。

本集團依托於A8音樂大廈運營的A8Live是集音樂演出劇場、專業錄音
棚功能為一體的線下演出品牌。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受到疫情影響，
A8Live暫停演出。錄音棚共進行115批次的錄音工作，錄音時長284.5小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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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下半年業務展望

二零二二年下半年，本集團將繼續以網絡文學、網絡遊戲、影視、短
視頻、音樂組成的互聯網文化市場為主要業務方向，同時開展產業園
區業務；亦對科技、互聯網、大消費等領域繼續展開調研和分析，繼
續集中精力和資源研究、分析、探索新能源、web3等重點領域，並根
據持續的研究分析情況開展與新能源、web3的投資或業務；本集團還
將加強項目管理，控制風險。

本集團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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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採取必要行動降低疫情對業務的影響。
我們將持續關注政府監管政策及市場環境的變化，採取措施應對。本
集團將在互聯網文化行業繼續發展業務，在科技、互聯網、大消費領
域繼續探索，我們在變幻的經濟環境中不斷調整，砥礪前行。

2. 財務回顧

收入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入約人民幣49,800,000

元，較二零二一年同期增加約15.3%（二零二一年：約人民幣43,100,000元）。

文化產業

截 至 二 零 二 二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文 化 產 業 收 入 約 人 民 幣
10,000,000元，較二零二一年同期增加約169.9%（二零二一年：約人民幣
3,700,000元）。該增加主要由於本集團之子公司「上海木七七」與第三
方遊戲公司簽訂遊戲終止協議，協議約定上海木七七以前年度已預
收的版權金不予退還，故就該部分預收款於本年度確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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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投資業務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租金及物管費的物業投
資 收 入 約 人 民 幣39,700,000元，較 二 零 二 一 年 同 期 上 升 約0.8%（二 零
二一年：約人民幣39,400,000元）。

提供服務的成本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提供服務的成本約人
民幣11,900,000元，較二零二一年同期上升約24.0%（二零二一年：約人
民幣9,600,000元）。該增長主要由於文化產業成本的增長，詳見下方。

文化產業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文化產業成本約人民幣3,900,000

元，較二零二一年同期顯著上升約94.4%（二零二一年：約人民幣2,000,000

元）。該增加主要由於本集團之子公司「上海木七七」與第三方遊戲公
司簽訂遊戲終止協議，協議約定上海木七七以前年度已預付的版權
金不予退還，故就該部分預付款於本年度確認成本。

物業投資業務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物業投資業務成本約人民幣
8,000,000元，較 二 零 二 一 年 同 期 上 升 約5.5%（二 零 二 一 年：約 人 民 幣
7,600,000元）。

毛利

截 至 二 零 二 二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本 集 團 毛 利 約 為 人 民 幣
37,800,000元，較二零二一年同期增加約12.8%（二零二一年：約人民幣
33,500,000元）。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總體毛
利率（乃按毛利除以收入計算）為76.0%，而二零二一年同期為77.7%，
此毛利率的下降主要由文化產業的成本增長幅度低於文化產業的收
入增長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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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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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00,000元，較二零二一年同期下降約62.5%（二零二一年：
約人民幣38,800,000元）。該下降主要由從股權投資取得的分紅收益下
降約人民幣30,800,000元及基金評估增值等綜合原因所致。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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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000元，較二零二一年同期下降約20.1%（二零二一年：約
人民幣1,800,000元）。該費用減少主要由與遊戲業務縮減所致。

行政開支

截 至 二 零 二 二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本 集 團 行 政 開 支 約 人 民 幣
18,100,000元，較二零二一年同期增加約26.5%（二零二一年：約人民幣
14,300,000元）。該增長主要由於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確認以現
金形式發放執行董事績效薪酬約人民幣1,800,000元，而去年以期權方
式於下半年授予。此外，因與藍藍藍藍影視的仲裁使得本集團二零
二二年上半年仲裁相關支出較去年同期增加約人民幣1,400,000元，該
仲裁有關的詳情見下方「6藍藍藍藍影視履約擔保之最新情況」。

其他開支，淨額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其他開支，淨額約人民
幣9,800,000元，較二零二一年同期顯著下降約63.3%（二零二一年：約人
民幣26,700,000元）。該下降主要由於：(i)本年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
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的公平值增值約人民幣5,500,000元，於「其他收
入及收益，淨額」中列示，而去年同期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
益之金融資產的公平值損失約人民幣13,500,000元；(ii)投資物業公平
值本年度公平值增值約人民幣1,000,000元，而去年同期減值約人民幣
11,000,000元；及(iii)收購木七七所產生的商譽減值損失約人民幣9,300,000

元（去年同期數據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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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淨額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分擔聯營公司溢利約
人民幣7,900,000元，較二零二一年同期顯著下降約57.1%（二零二一年：
約人民幣18,400,000元）。該下降主要由於本報告期分擔北京掌文的溢
利下降所致。

所得稅開支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所得稅開支約人民幣
3,800,000元，較二零二一年同期下降約28.0%（二零二一年：約人民幣
5,300,000元）。該變化主要由企業所得稅下降約人民幣8,500,000元，抵
減了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的公平值增加帶來
的遞延所得稅開支下降約人民幣4,800,000元及投資物業公平值增加帶
來的遞延所得稅開支下降約人民幣3,100,000元所致。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由於上文所述原因，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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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00,000元，而 截 至 二 零 二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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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00,000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及高流動性
短期資產包括受限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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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人 民 幣581,900,000元（二 零 二 一 年：約 人 民 幣
555,800,000元）。其中，以人民幣列示的金額約為120,700,000元，佔比約
20.7%。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概
無附息銀行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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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經營，大部分交易均以人民幣結算。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概
無利用任何衍生工具對沖利率及匯兌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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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FVPL」）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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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0,000元（二零二一年：約人民幣102,200,000元），
包括計入非流動資產的基金投資及計入流動資產的銀行理財產品。

有關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
金融資產詳情如下：

投資類別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的公平值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的公平值 百分比增加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基金投資 1 110,316 101,858 8.3

銀行理財產品 91,800 300 >100.0
  

總計 202,116 102,158 97.8
   

附註：

(1) 包括於深圳市前海青松創業投資基金企業（有限合夥）「青松基金二期」，深圳市
青松三期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青松基金三期」、深圳前海天和文
化產業投資中心（有限合夥）以及深圳市青松中小微企業發展投資合夥企業（有
限合夥）「青松基金四期」的投資。青松基金二期、青松基金三期及青松基金四期
投資請參閱本集團分別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五日
及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一日發出的公告。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上述投資的單項賬面價值均未超過本集
團總資產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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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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VOCI」）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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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800,000元（二零二一年：約人民幣
150,600,000元）。該等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綜合權益之金融
資產包括上市及非上市股權投資。

有關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綜
合收益之金融資產詳情如下：

投資類別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的公平值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的公平值
百分比

增加╱（減少）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遊戲研發公司 1 144,916 138,457 4.7

信息技術服務公司 2 10,840 12,114 (10.5)
  

總計 155,756 150,571 3.4
   

附註：

(1) 遊戲研發公司包括廈門夢加網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廈門夢加」及上海瀚趣網
絡科技有限公司。其中廈門夢加原為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新三板」掛
牌的公司（股票代碼：839039），於自二零一九年一月二日起終止在新三板掛牌。

(2) 信息技術服務公司指深圳市檸檬網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檸檬網聯」，檸檬網
聯為新三板掛牌的公司（股票代碼：835924）。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除廈門夢加外，上述其他被投資公司的賬
面價值均未超過本集團資產總額的5%。有關廈門夢加的資料詳情如
下文「重大投資」一節。

或有負債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或有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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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29名僱員（於二零二一年六月
三十日：61名僱員），本期的平均僱員人數48名，而二零二一年同期為
67名。僱員數量減少主要是由於本集團因應行業政策的變化及競爭
態勢，對遊戲業務進行了調整和優化，減少人員數量以控制成本所致。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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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00,000元， 二零二一年同期增加29.2%（二零二一年：
約人民幣9,600,000元）。人工成本增長主要由於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
上半年確認以現金形式發放執行董事績效薪酬約人民幣1,800,000元，
而去年以期權方式於下半年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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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投資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重大投資詳情載於下表：

投資類別 投資名稱 投資成本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持有的

股權比例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的公平值╱

賬面值

截至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止年度的

公平值變動╱

分擔溢利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的公平值╱

賬面值

相對於

本集團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資產總規模

截至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的

已收股息總額 主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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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VOCI 廈門夢加 20,024 10 137,111 6,056 143,167 8.4 – 遊戲研發

於聯營公司之

 投資

北京掌文 195,098 35 272,100 8,247 280,347 16.4 – IP孵化及營運

 以及提供線上

 書籍閱讀

除上述披露信息，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無重大投資。然
而本集團將繼續整合現有業務，並同時物色新商機，以與現有業務相
輔相成並收增強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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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募集資金使用情況及更改資金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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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報告日期，認購事項之所得款項累計已經使用人民幣101,300,000元。
其中，於本報告期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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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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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所得款項淨額擬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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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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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購事項之所得款項剩餘的金
額為人民幣235,900,000元。

由於遊戲版號審批，國家加強對未成年人保護等政策的的影響以及
遊戲行業競爭日趨激烈，目前投資遊戲領域並不是合適的時機。而最
近中國在科技、互聯網和大消費領域方向出台了有利的政策，帶來了
有吸引力的投資機會，加上公司的管理團隊一直保持對科技、互聯網
和大消費領域的研究、在這些行業有相應的投資經驗。經董事會審慎
考慮，於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已議決變更募集資金用途，用於科
技、互聯網和大消費等領域的投資，既順應了國家的政策方向，有利
於抓住市場上的投資機會，亦可拓展集團的投資基礎、擴展集團的盈
利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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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資金淨額的原分配和重新分配、截至本公告日期已使用和未使
用的募集資金淨額的詳情載於下文：

計劃用途
募集資金

淨額原分配

截至本公告日
已使用

募集資金
淨額

截至本公告日
未使用

募集資金
淨額

重新分配
募集資金

淨額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收購上下手機遊戲
 產業鏈公司 337.2 101.3 235.9 –

投資於科技、互聯網和
 大消費行業等 – – – 200.5

一般營運資金 – – – 35.4

董事會認為，對募集資金淨額的重新分配符合本集團的經營策略，更
有利於本集團的長期業務發展，符合本公司和股東的整體最佳利益。
上述募集資金淨額用途的變化不會對集團現有業務和經營產生任何
重大不利影響。董事們將会持續審視未動用募集資金淨額的使用計劃，
並在必要時修訂該計劃，以應對不斷變化的市場環境，實現本集團更
好的經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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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產業園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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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及物業管理費市場價格的波動以及租戶流動不確定
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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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業務分部所從事的遊戲研發和影視製作相關業務，部分項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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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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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相關主管部門對遊戲行業、影視行業和教
育行業的相關政策的調整，均可能導致本集團業務的經營狀況以及
投資情況的大幅變動。

經濟和政治環境

宏觀經濟的不利變動及地緣政治風險可能影響營商環境，從而影響
經營業績。本集團將保持審慎態度追蹤宏觀經濟的變化，根據不同的
市場狀況迅速調整經營策略和業務計劃。

疫情影響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可能會對本集團的業務及營運造成不利影響，我
們將密切監控與疫情有關的風險及不確定因素，適時相應調整疫情
防控、項目營運及業務發展的措施及方案，並繼續採取必要及適當措
施以保障員工、租戶及訪客的健康與安全。

外匯風險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目前持有以港元及美元計值的現
金及等價物約為2,570,000港元及68,270,000美元。本集團主要經營業務
所在地的為中國內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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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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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藍藍藍藍影視履約之最新情況

於本報告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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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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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報告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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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藍藍藍影視的創辦人未能履行該
承諾，本集團已經於二零二二年三月十五日向深圳國際仲裁院（「仲裁院」）
提出仲裁申請，請求裁決藍藍藍藍影視的創始人向本集團支付股權回
購款141,380,434.37元人民幣及罰息59,043,116元人民幣，共計200,423,550.37

元人民幣，目前該案在處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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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中期股息。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於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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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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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及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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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有所偏離，
劉先生於本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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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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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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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委員會現由三位成員組成，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主席陳耀光先生
具備適當的專業資格及財務管理專長。審核委員會主要職責為審閱及監
督本集團的財務申報過程以及內部控制系統。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討論及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認為該等報表符合適
用會計準則及規定，且已作出充分披露。

刊發二零二二年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

本二零二二年中期業績公告載於聯交所網站 (http://www.hkexnews.hk)及本
公司網站 (http://www.a8nmg.com)。中期報告（載有上市規則規定的所有數據）
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集團股東，並在上述網站上刊發。

承董事會命
A8新媒體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劉曉松

香港，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刊發當日，董事會包括：

(1) 執行董事劉曉松先生及冀博先生；及

(2) 獨立非執行董事陳耀光先生、吳士宏女士及李峰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