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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
或任何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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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yaa Interactive International Limited
博雅互動國際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434）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未經審核主要財務資料

博雅互動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僅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未經審核主要財務資
料，連同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比較資料。

未經審核主要財務資料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收益 323,150 453,234

毛利 221,795 304,97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 101,972 201,532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經調整純利（未經審核） 102,445 204,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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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綜合總資產 2,469,638 2,527,213

其中：物業、廠房及設備 41,792 37,442

貿易應收款項 18,001 18,365

定期存款 388,216 500,94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75,696 390,350

按公平值計量並計入其他
綜合收益的金融資產 46,019 64,525

按公平值計量並計入損益
的金融資產 1,069,756 1,409,045

綜合總負債 293,044 262,179

其中：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71,818 69,36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總權益 2,176,594 2,265,034  

由於「延長公佈經審計的財務結果的時間」標題一段所述的原因，及受到新型冠狀
病毒（「COVID-19」）疫情的影響，本公司委聘的專業評估師需要更多時間完成對本
公司按公平值計量並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的公平值評估，本公告所載之未經審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及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純利暫未考慮按公平值計
量並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的公平值的變動。因此待評估師及審計師的評估及審計
工作完成後上述未經審核的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綜合總資產、本公司
擁有人應佔總權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及非國際財務準則經調整純利可能會
有一定調整。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收益約人民幣323.2百萬元，
較二零一八年人民幣453.2百萬元同比減少約28.7%，收益減少主要是由於 (1)二零
一七年第二季度開始受到蘋果公司對在其系統上線的應用程式進行整頓和檢查
事件的影響；(2)市場傳聞「中國政府將出台《棋牌類網絡遊戲管理辦法》，下架德
州撲克類遊戲及從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起，全面禁止運營德州撲克遊戲」之有關
政策風險因素的影響，雖然政策尚未出台，但部分平台已對相關產品進行下架處
理，使本集團收益受到一定影響；及 (3)網頁遊戲隨行業趨勢逐步向移動端轉移導
致網頁遊戲產生的收益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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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錄得未經審計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
純利約人民幣102.4百萬元，（二零一八年同期：人民幣204.8百萬元）。較二零一八
年同比減少約50.0%，減少原因主要為收益減少所致。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綜合總資產及綜合總負債分別為約人民
幣2,469.6百萬元及人民幣293.0百萬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分別為約人
民幣2,527.2百萬元及人民幣262.2百萬元）。

本集團物業、廠房及設備總額約為人民幣41.8百萬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約為人民幣37.4百萬元）；貿易應收款項總額約為人民幣18.0百萬元（二零一八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為人民幣 18.4百萬元）；定期存款總額約為人民幣 388.2百
萬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為人民幣500.9百萬元）；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總額約為人民幣775.7百萬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為人民幣390.3百萬
元）；按公平值計量並計入其他綜合收益的金融資產總額約為人民幣46.0百萬元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為人民幣 64.5百萬元）；按公平值計量並計入損
益的金融資產總額約為人民幣1,069.8百萬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為人
民幣1,409.0百萬元）。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透過深圳市東方博雅
科技有限公司與上海泰來天濟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一間有限合夥企業，即嘉興
博雅春雷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嘉興博雅」）為本公司的重大投資，該項
投資被分類為以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截至本公告日，本公
司尚未取得經評估師評估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嘉興博雅之公平值。現
有關於嘉興博雅管理賬目中的公允價值是根據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的公
允價值數據作計算。待評估師及審計師的評估及審計工作完成後，上述數據可能
會有一定調整。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部分閒置現金儲備，包括以公允價值計
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約為人民幣350.0百萬元及現金及現金等價
物約為人民幣287.4百萬元被凍結，是由於中國大陸有關司法機關對本公司個別現
任或前任僱員就涉嫌利用公司境內之其中一款網絡遊戲平台進行了非法活動提
出檢控而對該等閒置現金儲備進行凍結。（涉嫌罪行之詳情請參閱本公司分別於
二零一九年九月一日、二零一九年九月四日、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二零二
零年一月三日及二零二零年一月六日的相關公告）。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和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無任何短期或長期銀行借款，且並無任
何未償還、已動用或未動用的銀行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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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總權益約為人民幣2,176.6百萬
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為人民幣 2,265.0百萬元）。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總權益減少主要由二零一九年度派付總額為約港幣200.0百萬元股息所致。

董事會認為上述未經審核的財務資料為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的主要財務資料。

上述未經審核主要財務資料乃節選自本集團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之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而編製之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最近期管理
賬目。

核數師的工作範圍

本公司的核數師天健（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已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有關未經審計的主要財務資料與本集團二零一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日止最近期管理賬目所載之金額比較，而同意金額屬一致。核數師在
此方面履行之工作有限，並不構成審計、審閱或其他核證業務，因此核數師並無
就本公告做出任何保證。

延期公佈經審核年度財務業績

COVID-19疫情的爆發在中國造成了重大破壞。中國各省已採取預防措施來遏制
COVID-19的爆發。中國多個地區政府，包括本集團的主要運營地點所在地深圳市
政府發佈延遲復工的相關指令。自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九日起，本集團春節假期開
始。假期結束後廣東省政府亦發出延遲復工指令，所有企業都必須進行申請並獲
得深圳市政府的許可才能恢復辦工和生產。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四日獲
得批准，部份人員開始逐步復工。同時，深圳市政府及其他省、市政當局以及對
所有人員流動和車輛交通實施嚴格控制，並且部份非廣東省及主要受COVID-19影
響地區對疫情期間居留當地人員進行出行限制，返回工作地點的部分人員實施一
定的隔離管制。同時，為保證員工安全，本公司亦實施深圳市外返深圳人員須隔
離十四天方可返工作崗位的政策。因此，本集團的核數師及評估師無法前往本公
司營運辦公地點開展實地審核工作及相關審核程序，及評估師無法按照原定時間
表完成對本公司按公平值計量並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的公平值的評估工作，公司
亦需更多時間向核數師及評估師提供所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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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上述情況，本集團將需要更多時間準備財務報表，評估師及核數師需要更多
時間完成其評估和審計工作。

審核委員會審閱

由於爆發新型冠狀病毒，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績審
核程序尚未完成。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告載列之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未經審核主要年度業績。

進一步公告

待審核程序完成後，本公司將會刊發進一步公告有關 (i)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之經審核綜合年度業績取得本公司核數師同意及比較與本公告
載列之未經審核綜合年度業績之重大差別（如有）； (ii)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之擬派發末期股息及釐定股東獲派末期股息之資格而暫停辦理股份
過戶登記手續（如有）；及 (iii)即將召開的股東週年大會日期及釐定股東出席該會
並於會上投票之資格而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此外，如在審核程序過程中有任何重大進展，本公司將在必要時刊發進一步公告。

同時，本集團已經採取了積極主動的措施，以盡量減少對業務運營的不利影響，
包括採取遠程辦公政策，為員工提供必要的防護用品等。新型冠狀病毒何時結束
以及中國經濟是否會全面反彈尚存在不確定性。董事會將繼續監督和評估情況的
發展，並繼續採取有利於公司業務增長和改善經營業績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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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提醒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不應過度依賴該等資料，並於買賣本公司證
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博雅互動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及執行董事

戴志康

香港，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戴志康先生和陶穎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為
張毅林先生、蔡漢強先生和孫自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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