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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呈報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本集團繼續專

注於發展信息及通信技術（「信息及通信技術」）、新能源及投資活動分部的業務。

期內主要業務摘要如下：

1.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收益較二零二一年同期減少約51.20%至約
人民幣1,552,420,000元；

2.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毛利較二零二一年同期減少約54.92%至約
人民幣38,810,000元；及

3.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較二零二一年同期增

加106.53%至約人民幣241,677,000元。

信息及通信技術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信息及通信技術產生的收益較去年同期減少約

51.20%至約人民幣1,552,420,000元，佔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總
收益約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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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美貿易戰及新型冠狀病毒疫情（「COVID-19」）在全球範圍內爆發的不利影響下，
世界經濟因俄烏衝突及二零二二年上半年通貨膨脹等若干新風險的出現而仍然充滿挑

戰。由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新增COVID-19感染病例數目創下新高，中國經濟的復甦
進一步受阻。儘管對我們信息及通信技術產品的需求依然強勁，但由於中國政府實施

COVID-19封控措施，我們在深圳及贛州的工廠間歇性地暫停生產，對我們於二零二二
年上半年的訂單履約及產品發貨進度產生重大影響。此外，由於直接運費受到高通脹

及高燃料價格的不利影響，生產的直接成本增加。然而，我們有信心，有關情況將於

二零二二年下半年恢復正常。

新能源

於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二年，由於COVID-19的影響延長以及隨後中國的封城及旅遊禁
令，令新能源分部經營受到嚴重干擾。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新能源分部並無產生收益。

投資活動

由於市場形勢不利，本集團並未在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期間展開任何投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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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益

收益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3,181,465,000元減至截至二零
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552,420,000元，減幅約為51.20%。回顧期內收
益減少主要是由於下列因素所致：

• 信息及通信技術業務錄得的收益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3,181,465,000元減至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552,420,000
元，減幅約51.20%。有關減少主要由於在二零二二年上半年中國政府實施
COVID-19封控措施，同時COVID-19的變種病毒極為猖獗，我們在深圳及贛州的
工廠間歇性地暫停生產。然而，我們有信心，有關情況將於二零二二年下半年恢

復正常。

毛利

毛利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86,089,000元減少約54.92%
至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38,810,000元。毛利率由截至二零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2.71%下降至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約2.50%。

由於上述COVID-19封控措施，我們在深圳及贛州的工廠間歇性地暫停生產，本集團的
產能並未得到充分利用。在正常生產速度下，部分直接工廠管理費用未能被銷售所吸

收。此外，由於二零二二年的高通脹及高燃料價格，直接生產成本及直接運費增加。

因此，毛利及毛利率受到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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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益

其他收益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54,592,000元減至截至二零
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21,358,000元，減幅約60.88%。此乃主要由於延
遲收取地方政府支持高端製造業補貼的時間影響所致。

其他虧損淨額

其他虧損淨額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4,597,000元增加至截至
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141,453,000元，增幅約為30.77倍。此乃
主要由於陳舊存貨款項所致。

分銷成本、行政開支及研發開支

分銷成本、行政開支及研發開支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100,176,000元增至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54,868,000元，增
幅約為54.60%。有關增加乃主要由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為跟上
我們的技術開發能力而產生的研發開支增加所致。本集團將繼續採取所有必要措施控

制成本，從而改善本集團未來的盈利能力。

分銷成本、行政開支及研發開支佔本集團總收益百分比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約3.15%上升至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9.98%。有關上升乃主
要由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收益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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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收入及融資成本

融資收入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941,000元增至截至二零二二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3,196,000元，增幅約為239.64%。有關增加乃主要由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銀行存款利息收入較二零二一年增加所致。

融資成本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45,391,000元減至截至二零
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3,438,000元，減幅約為90.76%。本公司認為，
與清盤令有關的所有應付利息的計算應到呈請日期（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五日）為

止。本公司已製定債務重組計劃，其中涉及建議安排計劃（「計劃」）。本公司現正與借

款人協商重組後的借款條款。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報告「解決持續經營的補救措施」一

節。

所得稅（抵扣）╱開支

本集團所得稅抵扣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約人民幣4,283,000元，而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所得稅開支約人民幣8,811,000元，開支減少
約148.61%。所得稅開支減少乃主要由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國
企業所得稅減少所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117,020,000元增至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241,677,000元，
增幅約106.53%。截至二零二二年止六個月虧損增加乃主要由於其他虧損淨額增加所
致。其他虧損淨額增加的原因於上文「財務回顧」一節討論。



中國全通（控股）有限公司  •  2022 中期報告 08

流動資金及資金來源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人民幣17,052,000元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9,945,000元）、受限制現金為約人民幣

113,199,000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00,545,000元）及借款約為人民
幣1,230,748,000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242,065,000元）。於二零
二二年六月三十日，資產負債比率（按借款除以資產總值計算）約為31.67%（二零二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4.24%）。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約為人
民幣3,736,624,000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4,966,248,000元）及流動
負債約為人民幣4,525,273,000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513,587,000
元）。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流動比率（按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計算）約為0.83，
而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流動比率約為0.90。流動比率下降主要由於貿易及
其他應收款項減少所致。

本公司董事會管理流動資金的方式旨在盡可能確保本集團一直擁有充足流動資金償還

到期負債，不致產生不能接受的虧損或面臨損害本集團聲譽的風險。

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銷售及採購主要以人民幣計值。因此，本集團不會面臨重大外匯風險。本集

團未動用任何金融工具作對沖用途。董事會目前預期貨幣波動不會嚴重影響本集團的

業務，惟董事會將不時酌情審閱本集團的外匯風險。

資本開支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資本開支總額為約人民幣零元（二零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9,542,000元），主要用於採購以升級廠房、機器及設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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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資本承擔（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持續經營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產生虧損淨額約人民幣242,112,000元
（二零二一年：人民幣117,353,000元），及截至該日，本集團流動負債淨額約為人民幣

788,649,000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47,339,000元），負債淨額約為
人民幣639,546,000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90,528,000元）。於二零
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錄得流動借款約人民幣1,230,748,000元（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242,065,000元），以及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人民幣17,052,000元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9,945,000元）。借款總額超過現金及現金等價
物約人民幣1,213,696,000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212,120,000元）。

該等情況顯示存在多個重大不確定因素，或會令本集團繼續持續經營的能力存在重大

疑問，因此，本集團可能未必能在日常業務過程中變現其資產及解除其債務。

鑒於有關情況，董事會已採取及╱或正在實施下文「解決持續經營的補救措施」一節所

載的多項措施（「該等措施」），以改善本集團的流動資金狀況。

直至本報告日期，該等措施尚未完成。在假設該等措施能成功實施下，本集團編製

了涵蓋批准綜合財務報表當日（「批准日期」）起計不少於十二個月期間的現金流量預

測（「現金流量預測」）。經參考現金流量預測，董事會認為，本集團將具備充裕營運資

金，以應付其於批准日期起計未來十二個月到期之財務責任。因此，綜合財務報表已

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

有關持續經營及本公司就持續經營的建議措施之進一步討論載於本報告第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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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產約為人民幣113,199,000元（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00,545,000元）已就本集團的借款及應付票據作抵押。

人力資源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1,030名僱員（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30
名僱員）。僱員人數的增加主要由於需要保持足夠人力，為今年下半年的訂單增加做準

備。本集團為其僱員提供具有競爭力的薪酬待遇及界定退休計劃供款。

本集團僱員的薪酬與目前市況看齊，並按個人表現調整，薪酬組合及政策會定期檢討。

於評核本集團及個別僱員的表現後，向僱員支付酌情花紅。

本集團亦為其香港僱員設立界定供款強制性公積金退休福利計劃，並且按中國適用法

例及法規為其中國僱員提供福利計劃。

前景

本集團一直致力於調整我們的業務組織及債務水平，使我們成為一個更強大企業。我

們在香港、深圳及贛州的三個關鍵業務節點，使我們在發展信息及通信技術業務方面

處於突出地位。我們已在新能源業務建立非常強大基礎工作。鑒於追求綠色及可持續

發展能源的全球趨勢，我們預計其將逐步為我們的業務做出良好貢獻。在債務人對我

們資產負債表重組的支持下，我們相信我們將翻開公司歷史的新篇章，擁有令人滿意

的經營現金流，以滿足我們在增長過程中的業務發展需要及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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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持續經營的補救措施

為處理該等問題，截至本報告日期，本集團繼續專注於實施下列措施，以改善本集團

的流動資金狀況：

(a) 本公司正在編製債務重組計劃（「該計劃」），以提交法院，倘該計劃於債權人會議
上得到必要的多數債權人批准，本公司將尋求香港法院對該計劃的批准。

(b) 本公司一直在積極物色買方，以變現以本集團為受益人作出抵押的的抵押品。

(c) 本公司一直發展信息及通信技術分部來產生更多經營現金流量，以償還債務。

於本報告日期，上述措施的 (c)項已完成。由於上述措施涉及與各外部人士持續磋商及
溝通，因而難以為該等措施確立確定的完成時間表。儘管如此，董事會將積極尋求盡

快完成上述該等措施。

持續經營對本集團財務狀況的影響

倘本集團無法繼續持續經營業務，則須於綜合財務報表作出調整，以將資產價值重列

至可收回金額，將非流動資產及非流動負債分別重新分類為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並

就可能產生之任何額外負債計提撥備。該等潛在調整的影響並未於本集團截至二零

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綜合財務報表內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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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份財務報表

於編製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時，董事會將負責參照二零

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狀況及情況，評估本公司的持續經營能力，以及按持續經營

基準編製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是否恰當。

董事會對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持續經營能力進行評估時將需要計及

相關狀況及情況以及涵蓋批准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財務報表當

日起計不少於十二個月期間的本集團現金流量預測。

由於上述原因，於本中期報告日期，假設所有該等措施按計劃成功實施，董事會信納

本公司的持續經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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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的權益及淡
倉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董事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任何相聯法團（定

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任何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
有已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該等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有的

權益及淡倉）或已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記錄在本公司存置的登記冊內的權益及
淡倉，或須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

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佔本公司╱

    相聯法團已

 本公司╱  擁有權益的 發行股本相關

董事姓名 相聯法團名稱 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 類別百分比

   （附註1） （附註2）

陳元明先生 本公司 受控制法團權益 589,501,546 25.50%
   （附註3） 股普通股份（L）
  實益擁有人 1,000,000 0.04%
   股普通股份（L）

蕭國強先生 本公司 實益擁有人（附註4） 15,800,000 0.68%
   股普通股份（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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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L」代表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股份或相關股份的好倉以及「S」代表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
法團股份或相關股份的淡倉。

2. 按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已發行2,311,890,683股股份之基準計算。

3. 該等股份由Creative Sector Limited持有，其全部已發行股本由執行董事陳先生擁有。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陳先生被視為於Creative Sector Limited擁有權益的全部股份中擁有權益。

4.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六日，合共15,800,000份購股權（各份購股權賦予持有人權利認購一
股股份）已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授予蕭先生。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所有該等購股權

尚未行使。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概無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予存置的登記冊記錄所示或須根據標準守則向本公司及
聯交所另行作出通知的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
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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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以外各人士於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336條記錄於本公司存置的登記冊內的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的權益及
淡倉如下：

 身份╱ 所持股本╱股份╱

股東名稱 權益性質 相關股份數目 概約持股百分比

  （附註1） （附註4）

Creative Sector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589,501,546 25.50%
  股普通股份(L)

李曉陽 實益擁有人 36,056,000 1.56%
  股普通股份(L)
 受控制法團權益 148,000,000 6.40%
  股普通股份(L)

Light Group Field Sci-Tech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148,000,000 6.40%
  （附註2） 股普通股份(L)

天安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117,000,000 5.06%
  （附註3） 股普通股份(L)

附註：

1. 「L」指該名股東於股份或相關股份的好倉以及「S」指該名股東於股份或相關股份的淡倉。

2. 根據Light Group Filed Sci-Tech Limited及李曉陽博士各自存檔的披露權益通知獲悉，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就彼等各自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
益而言，為就彼等各自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前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存檔的最新披

露權益通知，Light Group Field Sci-Tech Limited的全部已發行股本由李曉陽博士擁有。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李曉陽博士被視為於Light Group Field Sci-Tech Limited擁有權益的全
部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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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據天安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四日存檔的披露權益通知獲悉，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就其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日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而言，為就其於二
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前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存檔的最新披露權益通知，天安財產保險

股份有限公司以實益擁有人身份於117,000,000股股份當中擁有好倉。

4. 按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已發行2,311,890,683股股份之基準計算。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概無任何人士（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

人員除外）於已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的登記冊內之本公司股
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或淡倉。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的任何上市證券。

報告期後事項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公告，本公司的股份自二零二一年四

月一日起暫停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買賣，以待刊發關於截至二零二

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全年業績的公告。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六月一日及二零二二年一月十二日的公告，聯交所為

本公司提供一套復牌指引（「復牌指引」）：

(a) 刊發上市規則規定的所有未刊發財務業績，並處理任何審核修訂；

(b) 證明本公司遵守上市規則第13.24條；

(c) 將所有重要信息通告市場，以供本公司股東及投資者評估本公司的狀況；及

(d) 撤銷或駁回針對本公司的清盤令，並解除對任何清盤人的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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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第6.01A條，聯交所可以取消任何已連續停牌18個月的證券的上市資格。
就本公司而言，該18個月的期限已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屆滿。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二月十日的公告，本公司被香港高等法院（「高等法

院」）下令清盤。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五日，高等法院下令委任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之蘇文俊先生及莊日杰先生為本公司的共同及個別清盤人（「清盤人」）。自獲委任以

來，清盤人一直在調查本公司的事務，並採取一切必要行動來保存資產。清盤人僅設

法從破產管理署署長（即臨時清盤人）處獲得有限的賬簿及記錄，並且仍處於控制各附

屬公司的過程。由於清盤人獲得的財務資料有限，而且清盤人於二零二二年初才獲委

任，清盤人並無掌握與本集團有關的資料，董事正在處理未完成的財務報表。因此，

清盤人無法確認本集團過往業績的完整性、存在性及準確性。此外，清盤人對綜合財

務報表的任何用途、綜合財務報表所提呈的任何人士以及獲得綜合財務報表的任何人

士不承擔或負有任何責任。據清盤人深知，本公告所載的資料乃根據清盤人於本公告

日期之前所獲得的有限資料列示。

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十二日，本公司股東批准及採納新購股權計劃以及終止於二零零九

年八月二十八日採納的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日，合共50,000,000份購股權（每份購股權賦予持有人認購一股
股份的權利）已授予合資格參與者，包括兩名董事，其餘為本集團僱員。有關進一步

資料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六月十日的公告。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80,000,000份購股權尚未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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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妥為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

的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一套行為守則，條款不遜於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

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規定的標準。本公司已向全體董

事作出具體查詢，而彼等均確認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全面遵守標

準守則及本公司有關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所載的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特別留意到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持續經營基準」，當中載列，截至二
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產生虧損淨額約人民幣242,112,000元（二零
二一年：人民幣117,353,000元），及截至該日，本集團的流動負債淨額約為人民幣
788,649,000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47,339,000元），負債淨額約為
人民幣639,546,000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90,528,000元）。於二零
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錄得流動借款約人民幣1,230,748,000元（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242,065,000元），以及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人民幣17,052,000元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9,945,000元）。借款總額超過現金及現金等價
物約人民幣1,213,696,000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212,12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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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情況顯示存在多個重大不確定因素，令本集團繼續持續經營的能力存在重大疑

問，故本集團或未能於正常業務過程中變現其資產及解除其債務。有關本集團持續經

營之管理層討論載於本報告第9頁。

除上文所論述財務報表可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之判斷外，有關編製財務報表的其他主

要判斷範疇包括就 (i)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使用權資產減值；(ii)按攤銷成本列賬的金
融資產的預期信貸虧損；(iii)存貨之可變現淨值；及 (iv)無形資產減值應用本集團的會
計政策。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並同意管理層對該等判斷範疇的立場。

審核委員會對持續經營的見解

審核委員會知悉，董事會已實行或正在實施該等措施，以改善本集團的流動資金狀

況。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未獲知任何跡象顯示該等措施未能完成。參考本集團按照

該等措施將成功實施的假設編製的現金流量預測，董事會認為，本集團將具有充裕營

運資金，以應付自批准日期起未來12個月到期的財務責任。因此，綜合財務報表已按
持續經營基準編製。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並認同管理層的見解，認為董事會應繼續致力實施必要措施，以提

升本集團之流動資金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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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並無就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支付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

根據上市規則第13.21條披露

(i)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三日的公告所披露，於二零一六年八月

二十三日，本公司及陳元明先生（「陳先生」）與Prosper Talent Limited（「Prosper 
Talent」）訂立一份票據購買協議（「票據購買協議」），據此，本公司同意發行，
而Prosper Talent同意向本公司購買70,000,000美元於二零一七年到期的保證
票據（「Prosper Talent票據」）。根據票據購買協議，陳先生亦須提供以Prosper 
Talent為受益人的個人擔保，以擔保（其中包括）本公司妥為並準時遵守及履行於
票據購買協議以及與根據票據購買協議擬進行交易有關其他文件項下的責任。

 承董事會命

 中國全通（控股）有限公司

 （清盤中）

 公司秘書

 蕭國強

香港，

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中國全通（控股）有限公司  •  2022 中期報告21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人民幣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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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 3 1,552,420 3,181,465
銷售成本  (1,513,610) (3,095,376)

毛利  38,810 86,089
其他收益 4 21,358 54,592
其他虧損淨額  (141,453) (4,597)
分銷成本  (1,220) (2,794)
行政開支  (55,115) (83,504)
研發開支  (98,533) (13,878)

經營業務（虧損）╱溢利  (236,153) 35,908
融資收入 5(a) 3,196 941
融資成本 5(b) (13,438) (145,391)

除稅前虧損 5 (246,395) (108,542)
所得稅抵免╱（開支） 6 4,283 (8,811)

期內虧損  (242,112) (117,353)

下列各項應佔期內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241,677) (117,020)
 非控股權益  (435) (333)

  (242,112) (117,353)

每股虧損 7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元）  (0.10) (0.05)



中國全通（控股）有限公司  •  2022 中期報告 22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人民幣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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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虧損 (242,112) (117,353)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除稅及作出重新分類調整後）：
其後或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財務報表而產生的匯兌差額 (11,057) 125,184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253,169) 7,831

下列各項應佔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52,734) 8,164
 非控股權益 (435) (333)

 (253,169) 7,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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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以人民幣列示）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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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103 156,811

  149,103 156,811

流動資產

存貨  36,161 66,717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8 2,915,681 4,564,508
預付款項  408,744 60,286
貼現應收票據  240,637 —
應收票據  5,128 43,826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22 421
受限制現金  113,199 200,54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7,052 29,945

  3,736,624 4,966,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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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以人民幣列示）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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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9 2,787,342 4,042,655
合約負債  72,333 61,771
遞延收入  167 470
借款  1,230,748 1,242,065
銀行預支貼現應收票據  245,526 —
租賃負債  — 1,027
應付所得稅  189,157 165,599

  4,525,273 5,513,587

流動負債淨值  (788,649) (547,33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39,546) (390,528)

負債淨值  (639,546) (390,528)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9,788 19,788
儲備  (657,514) (408,93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637,726) (389,143)
非控股權益  (1,820) (1,385)

權益總額  (639,546) (39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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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人民幣列示）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資本   以股份為 法定
   贖回 出資 資本 基礎的 一般 匯兌 保留盈利╱
 股本 股份溢價 儲備 盈餘 儲備 補償儲備 儲備 儲備 （累計虧損） 總額 非控股權益 權益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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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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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審核） 19,788 1,789,899 104 248,297 226,613 10,827 (28,950) (13,531) (2,453,197) (142,250) (671) (142,921)

期內虧損 — — — — — — — — (117,020) (117,020) (333) (117,353)
其他全面收益 — — — — — — — 125,184 — 125,184 — 125,184

全面收益總額 — — — — — — — 125,184 (117,020) 8,164 (333) 7,831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的結餘（未經審核） 19,788 1,789,899 104 248,297 226,613 10,827 28,950 111,653 (2,570,217) (134,086) (1,004) (135,090)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的結餘（經審核） 19,788 1,789,899 104 248,297 226,613 12,226 28,950 (66,462) (2,648,558) (389,143) (1,385) (390,528)

期內虧損 — — — — — — — — (241,677) (241,677) (435) (242,112)
其他全面收益 — — — — — — — (6,906) — (6,906) — (6,906)

全面虧損總額 — — — — — — — (6,906) (241,677) (241,677) (435) (249,018)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的結餘（未經審核） 19,788 1,789,899 104 248,297 226,613 12,226 28,950 (73,368) (2,890,235) (637,726) (1,820) (639,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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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人民幣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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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營活動產生╱（所用）現金淨額 49,187 (7,863)

投資活動
其他投資活動所產生的現金流入淨額 3,196 941

投資活動產生現金淨額 3,196 941

融資活動
償還公司債劵 (1,627) —
償還借款 (65,000) (4,291)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66,627) (4,29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14,244) (11,213)
於一月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9,945 33,741
外幣匯率變動影響 1,351 (3,821)

於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7,052 18,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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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除另有訂明外，以人民幣列示）

1. 編製基準

中國全通（控股）有限公司（清盤中）（「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的

中期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的適用

披露條文（包括遵守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本綜合財務報表於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獲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批准及授權刊發。

中期財務報表已按照本集團二零二一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的相同會計政策編

製，惟預期將反映在二零二二年年度財務報表中的會計政策變動除外。有關會計

政策的任何變動詳情載於附註2。

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的中期財務報表需要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
設，而此等判斷、估計及假設會影響政策的應用以及年度累計資產與負債、收入

與支出的呈報金額。實際結果與該等估計可能存在差異。

中期財務報表包含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經挑選的詮釋附註。附註包括對理解本集

團自二零二一年年度財務報表以來的財務狀況及表現所出現的變動而言屬重大的

事項及交易的詮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其附註並無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完整財務報表所需的所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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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除另有訂明外，以人民幣列示）

1. 編製基準（續）

載於中期財務報表內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有關財務資料

屬比較資料，並不構成本集團於該財政年度的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一部分，惟

摘錄自該等財務報表。

持續經營基準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產生虧損淨額約人民幣242,112,000
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17,353,000元），而於該日，
本集團錄得流動負債淨額約人民幣788,649,000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人民幣547,339,000元），及負債淨額約人民幣639,546,000元（二零二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90,528,000元）。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
集團錄得借款約人民幣1,230,748,000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1,242,065,000元），以及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人民幣17,052,000元（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9,945,000元）。借款總額超過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人
民幣1,213,696,000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212,120,000元）。

在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時，董事已就上述情況審慎考慮本集團的未來流動資金。

此外，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借款約人民幣1,230,748,000元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242,065,000元），而其中約人民幣

1,210,749,000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100,961,000元）已逾期。
若干其他應付款項亦逾期，包括應付利息約人民幣643,786,000元（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635,214,000元）及公司債券約人民幣12,785,000元（二
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3,824,000元）。該等重大逾期結餘於下文作
進一步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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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除另有訂明外，以人民幣列示）

1. 編製基準（續）

持續經營基準（續）

(a) 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向Prosper Talent Limited（「Prosper 
Talent」）發行的承兌票據（剩餘未償還本金額為56,000,000美元）於二零二一
年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經到期且直至本綜合財務報表獲批准及

授權刊發當日仍未償清。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七日，本公司、本公司執

行董事陳先生及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中國全通科學與工程技術發展

有限公司（「SETD」）（統稱為「該等被告」）接獲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原
訟法庭（「香港高等法院」）發出的傳訊令狀，乃由原告Prosper Talent對該
等被告發出。根據傳訊令狀隨附之申索背書，Prosper Talent、本公司及陳
先生所訂立的一項票據購買協議項下為數95,383,187.40美元的款項已經到
期及尚未償還，而有關款項以陳先生訂立的個人擔保以及SETD以Prosper 
Talent為受益人而訂立的抵押轉讓作抵押。Prosper Talent要求申索：(i)為
數95,383,187.40美元（或付款時等值港元）的款項；(ii)進一步利息；(iii)開
支；及 (iv)進一步及╱或其他濟助（「Prosper Talent傳訊令狀」）。誠如本公
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日之公告所披露，該等被告就Prosper Talent
傳訊令狀於香港高等法院與Prosper Talent作出同意令，根據同意令，法院
已頒令法律訴訟已全面終止，且並無有關該等法律訴訟訟費之頒令，包括但

不限於該同意令及其附帶之訟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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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除另有訂明外，以人民幣列示）

1. 編製基準（續）

持續經營基準（續）

(b) 本公司就贖回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向Dundee發行的可換股債券而於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向Dundee Greentech Limited（「Dundee」）發行的
承兌票據（剩餘未償還本金額為847,080,000港元）於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
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經到期，且直至本綜合財務報表獲批准及授權刊發

當日仍未償清。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二日的公告所述，

Dundee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呈清盤呈請（「Dundee呈請」），以根據香港法例
第32章《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項下條文將本公司清盤，該呈請乃有
關一筆為數1,451,584,773.03港元（包括本金額847,080,000.00港元、成立
費101,649,600.00港元、應付合約利息34,254,522.74港元及應付違約罰息
468,600,650.29港元）之指稱未付金額。此外，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
年二月十日的公告所載，(a)香港高等法院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發出
命令將本公司清盤，並委任破產管理署署長為本公司的臨時清盤人；及 (b)
香港高等法院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五日發出命令委任羅兵咸永道有限公司之蘇

文俊先生及莊日杰先生為本公司的共同及各別清盤人（「清盤人」）；



中國全通（控股）有限公司  •  2022 中期報告31

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除另有訂明外，以人民幣列示）

1. 編製基準（續）

持續經營基準（續）

(c)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賬面金額分別為
14,950,000港元及16,907,000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12,785,000元及人民幣
13,824,000元）的其他應付款項，乃有關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三日向三名
獨立人士（「認購人」）配售已發行的5%票息率非上巿債券，債券到期日為
發行日期起計足第五週年當日（「公司債券」），有關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

二零一五年五月四日的公告。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七日，其中一名認購人

（「第一認購人」）向香港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提出清盤呈請（「首次呈請」），要

求本公司就 (i)未償還本金額10,000,000港元；(ii)應付利息500,000港元；及
(iii)自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七日起直至悉數及最終支付本呈請為止，按總額
10,500,000港元計算的9%違約利息作出償還（「首次呈請金額」）。誠如本公
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五日之公告所述，本公司與第一呈請人於二零

二零年九月二日訂立協議，據此，本公司同意清償首次呈請金額，而第一呈

請人同意撤回首次呈請。首次呈請金額已於二零二零年九月四日償清，而於

二零二零年九月九日，香港高等法院發出同意傳訊令狀，確認（其中包括）

首次呈請於二零二零年九月十六日發回以在公開法庭進行聆訊並已予駁回。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十六日，首次呈請在聆訊陳詞後已正式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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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除另有訂明外，以人民幣列示）

1. 編製基準（續）

持續經營基準（續）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一月十八日之公告進一步披露，另一名認購人（「第

二認購人」）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五日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呈清盤呈請（「第二次呈

請」），以就有關為數11,336,260.27港元（包括本金額10,000,000港元、應付利息
500,000港元，以及由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七日起至悉數及最終支付有關第二次
呈請止就合共10,500,000港元的9%計算之違約罰息）之指稱金額（「第二次呈請金
額」），根據香港法例第32章《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項下條文將本公司清
盤。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香港高等法院審理了第二次呈請，並下令將本

公司清盤。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一月十二日之公告進一步披露，(a)於二
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七日，本公司與第二認購人簽署協議，據此，雙方就還款時間

表達成一致，且第二認購人不反對本公司申請撤銷有關第二次呈請的清盤令；及

(b)於二零二二年一月十二日，本公司與第二呈請人簽署協議，據此，雙方同意新
的還款時間表，且第二認購人不反對本公司申請撤銷有關第二次呈請的清盤令。

剩餘一名認購人（「第三認購人」）亦與本公司訂立還款時間表，條款與第二認購人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十二日簽訂的還款時間表（統稱為「還款時間表」）條款相同，

而根據還款時間表，本公司須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三十日前清償各欠第二認購人及

第三認購人的剩餘未償還金額7,474,917港元（合計14,949,834港元）（「公司債券
應付款」），在此前提下，第二認購人撤銷第二次呈請，而第三認購人不反對本公

司申請撤銷就第二次呈請頒發的清盤令。直至本綜合財務報表獲批准及授權刊發

日期，公司債券應付款仍未償清，故第二次呈請未被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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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除另有訂明外，以人民幣列示）

1. 編製基準（續）

持續經營基準（續）

此外，本公司已就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宣派末期股息每股

普通股5.0港仙，金額合共約為99,986,000港元，而該金額於及直至本綜合財務
報表獲批准及授權刊發日期仍未派付。

由於本公司未能根據上市規則刊發其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

年業績公告，本公司股份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暫停買賣，聯交所向本公司提供

一系列復牌指引：(a)刊發上市規則項下所規定的所有尚未刊發財務業績，並處理
任何審核修訂；(b)證明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第13.24條；(c)向市場通告所有重
要資料，以供本公司股東及投資者評估本公司的狀況；及 (d)撤回或撤銷對本公司
的清盤令，並解除對任何清盤人（臨時或非臨時）的委任。

上述狀況表明存在重大的不確定性，而此可能會對本集團持續經營的能力產生重

大疑問。

鑒於該等情況，董事已仔細考慮其未來流動資金及其可獲取的融資來源，以評估

本集團是否將有足夠資金履行其財務責任以繼續持續經營。本集團已採取以下措

施改善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減輕其流動資金壓力，包括但不限於：

(a) 本公司已聘請財務顧問（「財務顧問」），協助董事為其債權人（包括Prosper 
Talent及Dundee）制訂債務重組計劃（其中涉及一項建議安排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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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除另有訂明外，以人民幣列示）

1. 編製基準（續）

持續經營基準（續）

(b) 本集團一直採取積極措施透過各種渠道收回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以改善經
營現金流量及其財務狀況。

(c) 董事正在考慮各種方法，透過多種融資項目鞏固本公司的資本基礎：

(i)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十月十九日的公告所載，本公司已委聘

亞洲發展投資控股之控股公司亞洲發展投資銀行有限公司（「亞發投」）

以物色中國榮勝集團有限公司（「買方」）就向本集團收購河北諾特通信

技術有限公司（「河北諾特」）全部股權（「出售事項」）的代價所抵押資

產（「抵押資產」）的客戶。經亞發投及若干潛在客戶就該等抵資資產進

行初步盡職審查後，亞發投於二零二零年十月十六日向本公司提出來

自一間中國國營出入口貿易公司（「潛在買家」）的購買請求。該公司主

要從事黑色金屬、有色金屬、礦產品、硬件產品、石化及其產品的業

務。直至本綜合財務報表獲批准及授權刊發日期，潛在買家與本集團

並無訂立具法律約束力的協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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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除另有訂明外，以人民幣列示）

1. 編製基準（續）

持續經營基準（續）

(c) （續）

(ii)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四日的公告所載，本公司與亞
洲發展投資控股訂立信貸融資協議（「信貸融資協議」）。根據信貸融資

協議，亞洲發展投資控股已同意就5G通信基礎設施項目的投資、建
設及營運提供最高300百萬美元的信貸融資（「信貸融資」）。信貸融資
乃循環信貸融資，有效期自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至二零二六年五

月二十四日為止，年利率為4.5%。本公司可通過書面申請一筆過或分
批提取信貸融資。訂約雙方將簽署擔保協議，包括信貸融資協議項下

每筆交易的最高擔保協議、按揭協議及質押協議，以擔保償還所有信

貸。直至本綜合財務報表獲批准及授權刊發日期，尚未就信貸融資提

取任何款項。

(d) 本集團繼續採取積極措施透過各種渠道控制行政成本，以改善經營現金流量
及其財務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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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除另有訂明外，以人民幣列示）

1. 編製基準（續）

持續經營基準（續）

儘管上文所述者，管理層能否如上文所述實施其計劃及措施仍存在重大未知之

數。本集團是否可按持續經營基準經營將取決於：(a)債務重組計劃獲債權人支
持，建議安排計劃獲香港高等法院批准；(b)本集團的債務人根據協定的清償時間
表及時向本集團清償其債務；(c)本集團成功完成股份認購、出售質押資產及申請
提取信貸融資協議項下的款項；及 (d)本集團成功實施其成本控制措施並改善其業
務運營。

倘本集團未能按持續經營基準經營，則將須作出調整撇減本集團資產的賬面值至

其可收回金額，及就可能產生的任何額外負債作出撥備，並分別重新分類非流動

資產及非流動負債為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該等調整的影響尚未於本集團的簡明

綜合財務報表中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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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除另有訂明外，以人民幣列示）

2. 應用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應用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採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經修訂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其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開始的本集團年度期間強制生效，以編製本

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提述概念框架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後之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Covid-19）相關之
  租金寬減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 — 擬定用途前之
  所得款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虧損合約 — 履行合約之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八年至

  二零二零年之年度改進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的財務

狀況及表現以及╱或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的披露資料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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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除另有訂明外，以人民幣列示）

3. 分部報告

本集團按分部管理業務，而分部按業務範圍設立。本集團採取與向本集團最高級

行政管理人員進行內部匯報一致的方式進行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並已呈列下列

三個可申報分部。本集團並無合併營運分部以形成下列可申報分部：

－ 信息及通信技術：包括但不限於在統一通信和電信、計算機以及必要的企業

軟件、中間件、存儲和視聽系統集成領域提供的服務，使用戶能夠訪問、存

儲、傳輸和操縱信息。期內，本集團從事 (1)系統設計、安裝、測試、軟件
開發、提供衛星和無線通信應用服務；(2)分銷衛星接收器和設備；以及 (3)
研發、生產及分銷無線終端及設備，包括顯示器、外殼及鍵盤。

－ 新能源：包括但不限於開發、投資、營運及管理太陽能發電廠。期內，本集

團從事研發、安裝及應用增加光伏電站每單位面積光通量的裝置及銷售光伏

模組及相關產品。

－ 投資活動：向供應流提供賺取資金的利息收益，及來自直接投資及高回報國

債產品的投資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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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除另有訂明外，以人民幣列示）

3. 分部報告（續）

(a) 有關分部溢利或虧損的資料

有關本期間向本集團最高級行政管理人員提供用作資源分配及分部表現評估

的本集團可申報分部資料如下：

 信息及通信技術 新能源 投資活動 總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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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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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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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可申報分部收益 1,552,420 3,181,465 — — — — 1,552,420 3,181,465

分部經營（虧損）╱溢利 (227,206) 54,047 — (8,080) (12) (19) (227,218) 45,948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就信息及通信技術分部

而言，在信息及通信技術業務已確認的收益的收益確認時間為某一時間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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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除另有訂明外，以人民幣列示）

3. 分部報告（續）

(a) 有關分部溢利或虧損的資料（續）

佔本集團收益10%或以上的來自客戶的收益載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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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戶A —1 875,810
客戶B 903,037 1,046,768
客戶C 266,601 —1

1 有關收益佔本集團總收益少於10%。

(b) 可申報分部溢利或虧損的對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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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申報分部（虧損）╱溢利 (227,218) 45,948
融資收入 3,196 941
融資成本 (13,438) (145,391)
未分配總辦事處及公司開支 (8,935) (10,040)

除稅前虧損 (246,395) (108,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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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除另有訂明外，以人民幣列示）

3. 分部報告（續）

(c) 可申報分部資產及負債的對賬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報告分部資產：

— 信息及通信技術 2,783,530 4,011,625
— 新能源 — —
— 投資活動 22 21

可申報分部資產 2,783,552 4,011,646
未分配資產 1,102,175 1,111,413

資產總值 3,885,727 5,123,059

負債
報告分部負債：

— 信息及通信技術 2,571,196 3,576,145
— 新能源 1,249 1,178
— 投資活動 — —

可申報分部負債 2,572,445 3,577,863
未分配負債 1,952,828 1,935,724

負債總值 4,525,273 5,513,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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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除另有訂明外，以人民幣列示）

4. 其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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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補貼 20,888 51,747
其他 470 2,845

 21,358 54,592

5.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乃經計及以下各項後達致：

(a) 融資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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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存款的利息收入 3,196 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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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除另有訂明外，以人民幣列示）

5. 除稅前虧損（續）

(b) 融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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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款利息 13,321 139,671
貼現應收票據利息 — 5,147
租賃負債利息 31 30
銀行手續費 86 543

 13,438 145,391

(c) 其他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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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銷售存貨成本（計入銷售成本） 1,510,327 3,095,376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4,236 9,809
使用權資產折舊 792 1,294
無形資產攤銷 — 955
租賃物業的經營租賃費用 839 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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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除另有訂明外，以人民幣列示）

6. 所得稅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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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期稅項 — 中國企業所得稅（抵免）╱開支 (4,283) 8,811

由於本公司並無於香港產生應課稅溢利，故並無計提香港利得稅撥備。

於兩個年度內，中國附屬公司須按25%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惟北京全通諾
特通信技術有限公司「北京全通」）、深圳市立德通訊器材有限公司（「深圳立德」）

及深圳市康銓機電有限公司（「深圳康銓」）均為合資格高新技術企業，並有權享有

15%的優惠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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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除另有訂明外，以人民幣列示）

7.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按照以下數據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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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虧損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的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241,677) (117,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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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

 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311,890 2,311,890

由於本公司的尚未行使購股權對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的每股基本虧損計算具有反攤薄影響，故計算每股攤薄虧損時並無假設上述潛

在攤薄股份已獲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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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除另有訂明外，以人民幣列示）

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 於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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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貿易應收款項  1,483,796 3,133,658
減：信貸虧損撥備  (468,504) (469,682)

  1,015,292 2,663,976

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 (i) 799,187 799,330
出售河北諾特集團的應收代價 (ii) 1,101,202 1,101,202

  2,915,681 4,564,508

附註：

(i)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其他應收款項及存款包括應收河北諾特及其擁有90%
股權的附屬公司河北浩廣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河北浩廣」）（統稱為「河北諾特集
團」）的款項，即應收河北諾特集團的結餘，其賬面金額（扣除信貸虧損撥備）約為
人民幣795,785,000元，已計入其他應收款項（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795,785,000元）中。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個三十日止六個月，已就應收河北諾特集團款項確認信貸虧損撥備

約人民幣零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人民幣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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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除另有訂明外，以人民幣列示）

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續）

附註：（續）

(ii) 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的通函（「通函」）所載，中國全通集團有限公
司（「中國全通集團」）（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就出售河北諾特集團全部股權訂立日期
為二零一八年六月三日的協議及訂立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六月八日的補充協議（「出售協
議」），代價為人民幣1,750百萬元（「出售代價應收款項」）。根據該等協議，出售代價
應收款項須以下列方式償還：

(1) 人民幣175,000,000元須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七日（「出售日期」）後60個營業日
內支付；

(2) 人民幣350,000,000元須於出售日期後6個月內支付；

(3) 人民幣350,000,000元須於出售日期後12個月內支付；

(4) 人民幣350,000,000元須於出售日期後18個月內支付；

(5) 人民幣350,000,000元須於出售日期後24個月內支付；及

(6) 人民幣175,000,000元須於出售日期後30個月內支付。

出售代價應收款項於出售日期初步按公允價值確認，並根據獨立專業估價師進行的估

價而得出。初步確認的代價的實際利率為13.58%。根據出售協議，出售代價應收款項
以買方以本集團為受益人的河北諾特股份押記為抵押。出售代價應收款項的支付條款

詳情載於該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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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除另有訂明外，以人民幣列示）

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續）

附註：（續）

(ii) （續）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買方、中國全通集團及一家據本公司董事在作出一切

合理查詢後深知、全悉及確信為獨立於本公司及本公司關連人士的第三方實體（「第三
方」）訂立擔保協議，據此，(i)本公司有權按協定價格80美元購買第三方控制的最多5
百萬克超細銅粉（「銅粉」）；及 (ii)使用出售銅粉的所得款項作為補償，以賠償中國全通
集團因應收河北諾特集團的款項及出售代價應收款項而產生的任何虧損（「擔保」）。於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買方、中國全通集團及第三方進一步訂立補充擔保，據

此，(1)第三方出售予中國全通集團的銅粉單價由每克80美元修訂為淨售價的50%，
在任何情況下不低於每克800歐元；及（2）第三方同意與中國全通集團合作，作為共同
受益人，將5,000,000克銅粉的部分作為抵押，以便從有利於中國全通集團投資項目的
任何資金提供者處獲得信貸或貸款融資。作為回報，第三方將分享由該等信貸或貸款

融資提供資金的投資項目所產生的50%投資回報（「補充擔保」）。本公司董事認為，根
據專家報告及設在歐洲的化驗服務公司進行的分析，銅粉的價值大約不低於每克1,250
歐元，且屬高純度。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就出售河北諾特集團的應收代價確認約人

民幣零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人民幣零元）的信貸虧損撥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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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除另有訂明外，以人民幣列示）

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續）

賬齡分析

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或收益確認日期（倘較早）及扣除信貸虧損撥備後的

貿易應收款項（已計入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 於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1個月內 450,524 2,240,661
1至2個月 93,534 336,095
2至3個月 25 720
3至6個月 1,790 155
6個月以上但1年以內 491,694 76,973
1年以上 7,725 9,372

 1,015,292 2,663,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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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除另有訂明外，以人民幣列示）

9.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 於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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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1,841,338 3,112,080
應付利息 1 643,786 635,214
應付股息 2 85,508 81,749
公司債券 3 12,785 13,82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98,925 199,788

  2,782,342 4,042,655

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的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 於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1個月內 1,377,823 2,418,172
1至3個月 172,941 302,873
3至6個月 5,241 95,744
6個月以上但1年以內 23,199 40,579
1年以上 262,134 254,712

 1,841,338 3,112,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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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除另有訂明外，以人民幣列示）

9.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續）

附註：

1. 應付利息包括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應付予Prosper Talent及Dundee的利息分別約
人民幣256,645,000元及人民幣371,266,000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245,361,000元及人民幣377,850,000元）。

2.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末期股息為每股普通股5.0港仙（金額合
共約為99,986,000港元）於該等綜合財務報表獲批准及授權刊發日期仍未派付。

3. 於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公司債券已經逾期，其中兩名認購人已對本

公司提出清盤呈請，其詳情載於附註1。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應付票據約人民幣113,199,000 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200,545,000 元）應銀行要求以等額擔保按金擔保，並呈列為受
限制現金。

供應商所給予信貸期介乎30 至18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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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除另有訂明外，以人民幣列示）

10. 借款

 於 於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擔保貸款（附註 (i)） 20,000 85,000
承兌票據（附註 (ii)） 1,099,413 1,048,502
質押貸款（附註 (iii)） 2,650 2,459
無抵押貸款（附註 (iv)） 50,000 50,000
其他（附註 (v)） 58,685 56,104

 1,230,748 1,242,065

附註：

(i)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擔保貸款包括一筆借款（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三

筆借款），分別為約人民幣零元（「貸款A」）、人民幣20,000,000元（「貸款B」）及人
民幣零元（「貸款C」）（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5,000,000元、人民幣
60,000,000元及人民幣10,000,000元），分別由本公司、本公司附屬公司及陳先生擔
保。上述貸款的年利率介乎0%至8.4%（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至8.4%）。

根據貸款B的協議，贛州立德電子有限公司（「贛州立德」）須滿足若干條件，包括
但不限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分別錄得收益人民幣

4,000,000,000元及人民幣5,000,000,000元，以及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分別錄得企業所得稅人民幣15,000,000元及25,000,000元。倘上述條
件未能獲滿足，借款人可以要求立即還款，並且自貸款B提取之日起追溯上調利率至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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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除另有訂明外，以人民幣列示）

10. 借款（續）

附註：（續）

(ii) 承兌票據

(a) 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本公司及陳先生與Prosper Talent訂立一份票據購
買協議（「票據購買協議」），據此，本公司同意發行，而Prosper Talent同意向
本公司購買70,000,000美元於二零一八年八月到期的保證票據（「票據」）。根據
票據購買協議，陳先生亦須提供以Prosper Talent為受益人的個人擔保，以擔保
（其中包括）本公司妥為並準時遵守及履行於票據購買協議以及與根據票據購買

協以及SETD就Prosper Talent的利益而訂立的抵押轉讓議擬進行交易有關其他
文件項下的責任。

利率將按每年13%收取。

票據購買協議及票據詳情載列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三日之公告。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票據仍未償清，及票據的未償還本金額為56,000,000
美元（相當於約人民幣374,990,000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6,000,000
美元，相當於約人民幣355,930,000元）。

(b) 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九日，本公司與Dundee訂立協議，以贖回847,080,000
港元的未轉換可換股債券並發行相同未償還本金額的承兌票據（「Dundee票
據」）。Dundee票據已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日到期，及陳先生已須提供以
Dundee為受益人的個人擔保，以擔保（其中包括）本公司妥為並準時遵守及履行
於與根據Dundee票據協議擬進行交易有關協議項下的責任。

利率將按每年12%收取。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Dundee票據仍未償清，及Dundee票據的未償還本
金額為847,080,000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724,423,000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847,080,000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692,57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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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除另有訂明外，以人民幣列示）

10. 借款（續）

附註：（續）

(iii)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質押貸款指深圳康銓與一家在中國註冊成立的實體（「中國
實體」）簽訂的售後回租安排所產生的責任，據此深圳康銓出售其賬面值約為人民幣
4,356,000元的電腦軟件及設備及租回（「該安排」）。本公司董事評估，有關資產的轉讓
不符合作為出售資產入賬的規定，因此本集團繼續確認有關資產。質押貸款按年利率

15%計息，須於三年內償還。於報告期末後，中國實體於廣東省深圳前海合作區人民
法院向深圳康銓、深圳市長飛投資有限公司、陳先生及蕭先生提出索賠，內容有關償

還該安排項下的借款，截至本綜合財務報表獲批准及授權刊發日期，相關索賠的法律

訴訟仍在進行中。

(iv)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八月十日的公告所披露，本公司（作為借款人）與河北境

外上市股權投資基金有限公司（「貸款人」）（作為貸款人）訂立貸款協議，據此，貸款人
同意向本公司提供人民幣50,000,000元的貸款（「無抵押貸款」），利率為每年8%，自
提款日期起計為期兩年（「無抵押貸款期限」）。本公司應按季度支付利息，並於無抵押
貸款期限屆滿時償還貸款。截至本綜合財務報表獲批准及授權刊發日期，無抵押貸款

已逾期及未結清。

(v)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賬面值指 (1)來自個人之貸款約人民幣28,744,000元
（二零二一年：人民幣27,480,000元），本金額為4,500,000美元，為期三個月，到期
日為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年利率為10%，由陳先生、蕭先生、深圳立德及贛
州立德提供擔保；及 (2) 來自Glorious Star Limited約人民幣29,941,000元（相當於
35,01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人民幣28,624,000元（相當於35,010,000港元））的墊
款，其為免息及須按要求償還。截至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獲批准及授權刊發日期，該

等款項已逾期且尚未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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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除另有訂明外，以人民幣列示）

11. 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計量

並非按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資產及負債的公允價值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按成本或攤銷成

本入賬的金融工具的賬面值與其公允價值差異不大。

12. 資本及儲備

股本

 於二零二二年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股份數目 金額 股份數目 金額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股 千港元 千股 千港元

法定： 100,000,000 1,000,000 100,000,000 1,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期╱年初及期╱年末 2,311,890 23,118 2,311,890 23,118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相等於  19,788  19,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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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除另有訂明外，以人民幣列示）

13. 重大關聯方交易

關聯方提供的擔保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20,000,000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人民幣70,000,000元）擔保貸款、本金額為56,000,000美元（相當於約人
民幣374,990,000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6,000,000美元（相當於約
人民幣365,831,000元））的票據、本金額為847,080,000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
724,423,000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47,080,000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
712,901,000元））的Dundee票據以及來自個人之貸款4,500,000美元（相當於約人
民幣28,744,000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500,000美元（相當於約人民
幣27,480,000元））由陳先生免費提供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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