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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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636）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告

保利文化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保利文化」或「我們」）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
績，連同2019年同期的比較數字。該業績乃按照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
事會」）公佈的《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披露要求而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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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料

簡明合併損益表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列示）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4 586,546 1,749,946

銷售成本 (466,593) (1,133,514)
  

毛利 119,953 616,432

其他收益淨額 22,675 16,908
其他權益證券之公允價值變動 7,927 11,577
銷售及分銷開支 (142,936) (190,518)
管理費用 (190,920) (246,480)

  

經營（虧損）╱利潤 (183,301) 207,919

財務收入 77,288 40,170
財務成本 (99,735) (67,827)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28,540) (10,094)
應佔合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15,448) 3,901

  

除稅前（虧損）╱利潤 6 (249,736) 174,069

所得稅 7 (15,350) (54,493)
  

期內（虧損）╱利潤 (265,086) 119,576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234,030) 81,799
非控股權益 (31,056) 37,777

  

期內（虧損）╱利潤 (265,086) 119,576
  

每股（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人民幣） 8 (0.95)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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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損益及其他綜合收益表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列示）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內（虧損）╱利潤 (265,086) 119,576
  

期內其他綜合收益，扣除稅項

其後或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應佔使用權益法入賬之投資之其他綜合收益 (612) –
換算中國境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的匯兌差額 10,772 6,063

  

期內綜合收益總額 (254,926) 125,639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227,508) 87,001
非控股權益 (27,418) 38,638

  

期內綜合收益總額 (254,926) 125,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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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
於2020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列示）

附註
於2020年 

6月30日
於2019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30,324 674,016
使用權資產 859,890 911,262
無形資產 40,526 38,799
商譽 76,933 76,933
長期預付款項 2,490 2,601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715,303 737,709
於合營公司的權益 456,068 472,327
其他金融資產 351,042 213,115
遞延稅項資產 37,717 35,094

  

3,170,293 3,161,856
  

流動資產
存貨 2,359,858 2,246,598
貿易應收款項 9 418,637 380,037
拍品保證金 1,862,499 1,674,462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2,205,910 2,056,720
即期稅項資產 28,510 18,647
其他金融資產 2,555,776 2,759,760
受限制現金 23,609 32,662
原到期日在三個月以上的存款 104,923 109,67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44,460 1,151,244

  

10,504,182 10,429,806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1,465,724 2,053,554
合同負債 706,467 573,658
租賃負債 217,743 165,440
計息借款 4,094,885 3,962,364
即期稅項 25,209 58,042

  

6,510,028 6,813,058
  

流動資產淨額 3,994,154 3,616,74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164,447 6,778,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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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續）
於2020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列示）

附註
於2020年 

6月30日
於2019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929 1,040
租賃負債 907,453 948,780
計息借款 1,580,000 880,000
遞延收入 3,300 5,801
遞延稅項負債 24,751 23,005

  

2,516,433 1,858,626
  

資產淨額 4,648,014 4,919,978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46,316 246,316
儲備 3,755,230 3,999,319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權益總額 4,001,546 4,245,635

非控股權益 646,468 674,343
  

權益總額 4,648,014 4,919,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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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除另有指明外，以人民幣列示）

1 主要業務及組織

保利文化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於2010年12月14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為股份有限
公司。本集團主要從事藝術品經營與拍賣業務、演出與劇院管理業務及影院投資管理業
務。

於2014年3月6日，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

2 編製基準

該等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適用披露規定編製，包括
遵守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
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其獲授權於2020年8月28日刊發。

該等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2019年年度財務報表內採納之相同會計政策編製，惟預期將於
2020年年度財務報表內反映之會計政策變動除外。會計政策的變動詳情載於附註3。

編製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的中期財務報表，要求管理層作出影響政策的應用及資產、
負債、收入及支出按本年至今基準計算的呈報金額的判斷、估計及假設。實際結果或會有
別於該等估計。

該等中期財務報表載列簡明合併財務報表以及選定之解釋附註。附註包括對瞭解本集團自
2019年年度財務報表以來財務狀況及表現之變動屬重要之事項及交易的闡釋。簡明合併中
期財務報表及相關附註並不包括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完整財
務報表所要求之全部數據。該等中期財務報表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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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計政策變動

本集團已於當前會計期間的財務報表內應用下列由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修訂本：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業務的定義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COVID-19相關租金減免

除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本外，本集團並未應用於當前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任何
新訂準則或詮釋。採納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討論如下：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業務的定義

該修訂本澄清了業務的定義，並就如何確定一筆交易是否構成業務合併提供進一步的指
引。此外，該修訂本還引入了一個可選的「集中度測試」，當所購總資產的公允價值基本上
全部集中於一項可辨認資產或一組類似的可辨認資產時，允許對收購的一系列活動和資產
是否是資產而不是業務收購進行簡化評估。

本集團已對收購日期為2020年1月1日或之後之交易前瞻性地應用該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COVID-19相關租金減免

該修訂本提供一項簡便實務操作方法，允許承租人豁免評估的規定，不評估直接由
COVID-19疫情產生的若干合資格租金減免（「COVID-19相關租金減免」）是否屬租賃修訂，
而以該等租金減免並非租賃修訂的方式入賬。

本集團已選擇提早採納該修訂本，並將該簡便實務操作方法用於本集團於中期報告期內獲
取的所有合資格的COVID-19相關租金減免。因此，租金減免已於觸發上述付款的事件或
條件發生之期間在損益確認為負值的可變租賃費用。此對於2020年1月1日期初權益結餘並
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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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

本集團主要從事藝術品經營與拍賣業務、演出與劇院管理業務以及影院投資管理業務。

收入主要指拍賣服務佣金收入、藝術品及文物收藏品銷售收入、藝術品投資諮詢及其他服
務收入、劇院管理收入、演出票房收入及影院票房收入。於期內確認的各重要類別的收入
金額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範疇內的客戶合同收入

－藝術品經營與拍賣收入 229,464 496,070
－演出與劇院管理收入 317,351 817,901
－影院投資管理收入 29,455 408,849
－其他服務收入 3,710 13,687

  

579,980 1,736,507
  

租賃服務收入

－演出與劇院管理收入 3,731 2,801
－影院投資管理收入 2,835 10,638

  

586,546 1,749,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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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部報告

(a)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為評估分部業績及分部間分配資源，本集團的高級行政管理人員按以下基準監控各個
呈報分部應佔的業績、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包括除於聯營及合營公司的權益、其他權益投資、遞延稅項資產及其他公司
資產之外的全部資產。分部負債包括除應付稅項、遞延稅項負債及其他公司負債之外
的全部負債。

本集團參照各個呈報分部產生的收入及開支，將收入及開支分配至各個呈報分部。

分部利潤指銷售收入減去銷售成本，包括直接歸屬於該分部的銷售及分銷開支及管理
費用。並無具體歸屬個別分部的項目不計入分部利潤，如未分配的總部及公司其他收
益淨額、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應佔合營公司溢利減虧損、其他權益證券之公
允價值變動、折舊及攤銷、財務收入、財務成本以及未分配的總部及公司開支。除
獲得有關分部利潤的分部資料之外，管理層亦獲提供關於折舊和攤銷、財務收入及財
務成本的分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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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及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按收入確認時間細分之客戶合同收入及為進
行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部資料而向本集團最高級行政管理人員提供的關於本集團的呈報
分部的分部業績資料載列如下：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藝術品 
經營與拍賣

演出與 
劇院管理

影院 
投資管理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按收入確認時間細分
某一時點 106,860 317,351 24,516 448,727
隨著時間 122,604 3,731 7,774 134,109

    

外部客戶收入 229,464 321,082 32,290 582,836

分部間收入 22 – – 22
    

呈報分部收入 229,486 321,082 32,290 582,858
    

呈報分部虧損（經調整
未計利息、稅項、
折舊及攤銷之盈利） (10,136) (49,993) (50,385) (110,514)

折舊及攤銷 (21,747) (10,661) (82,519) (114,927)
財務收入 72,151 5,501 387 78,039
財務成本 (106,665) (419) (42,197) (149,281)

於2020年6月30日

呈報分部資產 9,476,288 979,754 1,736,385 12,192,427 

呈報分部負債 7,742,078 659,293 2,244,640 10,646,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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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藝術品 
經營與拍賣

演出與 
劇院管理

影院 
投資管理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按收入確認時間細分
某一時點 390,723 820,702 373,122 1,584,547
隨著時間 105,347 – 46,365 151,712

    

外部客戶收入 496,070 820,702 419,487 1,736,259

分部間收入 2,735 – – 2,735
    

呈報分部收入 498,805 820,702 419,487 1,738,994
    

呈報分部利潤（經調整
未計利息、稅項、
折舊及攤銷之盈利） 151,417 44,572 110,816 306,805

折舊及攤銷 (22,095) (7,055) (90,036) (119,186)
財務收入 41,733 5,062 451 47,246
財務成本 (57,922) (186) (45,020) (103,128)

於2019年12月31日

呈報分部資產 9,376,034 900,710 1,845,351 12,122,095

呈報分部負債 7,650,061 518,574 2,176,496 10,345,131

附註： 於截至2020年及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並無個人客戶所佔的收入超過本集
團收入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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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呈報分部損益、資產及負債之對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呈報分部收入 582,858 1,738,994
分部間收入的抵銷 (22) (2,735)
其他服務收入 3,710 13,687

  

合併收入（附註4） 586,546 1,749,946
  

（虧損）╱利潤
呈報分部（虧損）╱利潤（經調整未計利息、稅項、 
折舊及攤銷之盈利） (110,514) 306,805
其他服務收入 3,710 13,687
未分配總部及公司其他收益淨額 54,332 17,564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28,540) (10,094)
應佔合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15,448) 3,901
其他權益證券之公允價值變動 7,927 11,577
折舊及攤銷 (118,076) (123,400)
財務收入 77,288 40,170
財務成本 (99,735) (67,827)
未分配總部及公司開支 (20,680) (18,314)

  

合併除稅前（虧損）╱利潤 (249,736) 174,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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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0年 
6月30日

於2019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呈報分部資產 12,192,427 12,122,095
分部間應收款項的抵銷 (4,448,289) (3,924,526)
其他權益證券 221,042 213,115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715,303 737,709
於合營公司的權益 456,068 472,327
遞延稅項資產 37,717 35,094
未分配總部及公司資產 4,500,207 3,935,848

  

合併資產總額 13,674,475 13,591,662
  

負債
呈報分部負債 10,646,011 10,345,131
分部間應付款項的抵銷 (4,448,289) (3,924,526)
即期稅項 25,209 58,042
遞延稅項負債 24,751 23,005
未分配總部及公司負債 2,778,779 2,170,032

  

合併負債總額 9,026,461 8,671,684
  

(c) 地區資料

本集團的業務主要於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及加拿大開展。

有關本集團外部客戶業務收入的資料乃按本公司業務的註冊╱成立地點呈列。有關本
集團金融工具及遞延稅項資產以外的非流動資產的資料乃按資產的地理位置呈列。

外部客戶收入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非流動資產

  

2020年 2019年
於2020年 

6月30日
於2019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大陸 568,603 1,621,653 2,758,950 2,883,376
其他 17,943 128,293 22,584 30,271

    

586,546 1,749,946 2,781,534 2,913,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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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虧損）╱利潤

除稅前（虧損）╱利潤已扣除╱（計入）：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312,733 357,634
定額供款退休計劃的供款 11,848 40,394

  

324,581 398,028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折舊
－物業、廠房及設備 48,850 57,708
－使用權資產 67,619 64,465
攤銷 1,607 1,227

  

減值（轉回）╱虧損
－貿易應收款項 (482) 878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94) 84

  

7 所得稅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 16,189 54,742
遞延稅項 (839) (249)

  

15,350 54,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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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虧損）╱盈利

(a)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虧損是按照本公司普通權益股東應佔虧損人
民幣234,030,000元（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普通權益股東應佔利潤人民
幣81,799,000元），以及於本期間已發行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普通股數246,316,000股計
算。

(b) 每股攤薄虧損

於截至2020年及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並無任何潛在攤薄股份。因此，每
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9 貿易應收款項

於2020年 
6月30日

於2019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以下人士之貨物銷售及提供服務貿易應收款項，扣除
信貸虧損
－關聯方 4,616 6,705
－第三方 414,021 373,332

  

按攤餘成本計量之金融資產 418,637 380,037
  

賬齡分析

截至報告期末，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按發票日期及扣除呆賬撥備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2020年 
6月30日

於2019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個月內 87,626 159,518
1至3個月 19,425 18,451
3至6個月 67,084 38,970
6至12個月 121,927 74,766
一年以上 122,575 88,332

  

418,637 380,037
  

貿易應收款項一般為實時到期或具有兩個月的信用期。



- 16 -

10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2020年 
6月30日

於2019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流動
貿易應付款項予
－關聯方 58,441 53,207
－第三方 82,406 113,498

  

140,847 166,705

應付利息
－關聯方 8,497 8,497
－第三方 33,560 26,695
員工相關成本應付款項 89,373 56,354
應付其他稅項及附加費 27,553 73,476
應付股息 20,731 1,494
其他應計費用及應付款項
－關聯方 32,159 29,115
－第三方
－應付拍品款項 799,670 1,295,435
－已收按金 106,153 97,166
－應付建築及設備款項 24,098 24,405
－其他 182,533 274,212

  

按攤餘成本計量之金融負債 1,465,174 2,053,554
  

預收款項
－第三方 550 –

  

550 –
  

1,465,724 2,053,554
  

非流動
應付購買設備款項
－第三方 929 1,040

  

929 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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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末，貿易應付款項按發票日期呈列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2020年 
6月30日

於2019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12個月內 74,081 98,942
12個月以上 66,766 67,763

  

140,847 166,705
  

11 股息

(a) 本公司於中期應付予權益股東的股息

於報告期末，本公司並無確認為負債的已宣告中期股息。

(b) 應付予本公司權益股東於中期內批准之上一財政年度的股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中期內批准上個財政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為
人民幣0.071元（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每股
普通股人民幣0.172元） 17,488 42,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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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COVID-19疫情之影響

自2020年初爆發的COVID-19疫情為本集團的經營環境帶來更多不確定因素，已對本集團
的營運及財務狀況產生影響。

本集團密切監察COVID-19疫情對本集團的影響，並已制定多項應急措施。隨著
COVID-19疫情的發展情況，本集團將不斷對應急措施進行改進。

就本集團相關業務而言，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COVID-19疫情導致收入及
毛利減少。本集團已採取上述緊急應對措施。然而，本集團認為該影響為暫時的，
有望於COVID-19疫情緩解後恢復正常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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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一、分類業務情況

2020年上半年COVID-19疫情給保利文化各項業務帶來巨大影響。藝術品經營與拍
賣業務拍品徵集由於國內外出行管控限制，受到嚴重影響，北京保利國際拍賣有限
公司（「北京保利拍賣」）春拍被迫取消，保利香港拍賣有限公司（「保利香港拍賣」）春
拍推遲至2020年7月舉行，且規模大幅縮減；演出與劇院管理業務和影業投資與電
影院線管理業務自2020年1月24日起，所有劇院、影城暫停營業。面對COVID-19疫
情造成的巨大影響，保利文化在董事會領導下，齊心協力，共克時艱，各子企業保
持隊伍穩定，探索線上轉型，多措並舉降低不利影響，取得明顯成效。

藝術品經營與拍賣業務

北京保利拍賣以「雲」徵集的形式在線開展業務諮詢，針對網拍業務成立專門工作
小組，全面推進線上拍賣平台搭建，並於2020年6月舉辦了古董、近現代書畫、油
畫、珠寶、潮玩等多門類的網絡首拍。

保利香港拍賣嘗試開展線上雲徵集、私人洽購等業務。2020年7月，保利香港拍賣
推出春季拍賣會，實現成交額1.3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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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與劇院管理業務

北京保利劇院管理有限公司（「保利劇院管理」）搭建「保利雲劇院」，上線劇目180餘
部，內容涵蓋戲劇、音樂會、大師課、文藝戰疫四大板塊，免費為廣大觀眾提供
優質內容。北京保利演出有限公司與嗶哩嗶哩等合作舉辦賈凡「雙面的我」雲上音樂
會，線上圍觀達到130多萬人次；聯合保利藝術博物館，創新性推出「馬佳雲遊博物
館」直播活動，累計瀏覽量655.7萬人次；多次參加新浪微博、QQ音樂、網易雲音
樂等公益直播演出活動，贏得良好口碑。

保利劇院管理配合蘇州市政府「姑蘇八點半」文旅品牌建設，打造《迴廊亭殺人事件》
沉浸式演出，展開文旅融合沉浸式劇場運營業務的探索；與騰訊合作進行「王者榮
耀」音樂會、音樂劇的製作演出，開展優質IP合作開發。

影院投資管理業務

保利影業投資有限公司（「保利影業」）充分利用電子商務平台和網絡、物流渠道，推
出影院特色食品外賣服務；利用自媒體平台推出「雲影廳」，與影迷共享家庭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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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業績分析與討論

收入

收入總額由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749.9百萬元減少66.5%至截
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586.5百萬元，主要歸因於自2020年初爆發
COVID-19疫情，對本集團的營運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不利影響。藝術品經營及藝
術品徵集受到國內外出行限制的嚴重影響，導致北京春季拍賣會取消及香港拍賣會
延遲至2020年7月。本集團自春節起暫停其所有演出及影院業務。

本集團截至2020年及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各分部收入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藝術品經營與拍賣 229.5 498.8
演出與劇院管理 321.1 820.7
影院投資管理 32.3 419.5

  

毛利

毛利由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616.4百萬元減少80.5%至截至2020年
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20.0百萬元。毛利率由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
35.2%減少至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20.5%。

其他收益淨額

其他收益淨額（主要包括政府補助）由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6.9百萬
元增加至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2.7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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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及分銷開支

銷售及分銷開支由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90.5百萬元減少25.0%至截
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42.9百萬元，主要由於上述COVID-19疫情影
響。

管理費用

管理費用由截至於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46.5百萬元減少22.6%至截至
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90.9百萬元，主要由於上述COVID-19疫情影響。

呈報分部（虧損）╱利潤

由於受到上述COVID-19疫情的影響，呈報分部虧損於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為人民幣110.5百萬元，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則為呈報分部利潤人民幣306.8
百萬元。

本集團於截至2020年及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各自的呈報分部（虧損）╱利潤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藝術品經營與拍賣 (10.1) 151.4
演出與劇院管理 (50.0) 44.6
影院投資管理 (50.4) 110.8

  

財務收入

財務收入由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40.2百萬元增加92.3%至截至2020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77.3百萬元，主要由於拍品保證金的利息收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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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成本

財務成本由截至於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67.8百萬元增加47.1%至截至
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99.7百萬元，主要由於銀行貸款、短期融資券及
債券平均金額增加所致。

所得稅

所得稅由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54.5百萬元減少71.7%至截至2020年
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5.4百萬元，主要由於利潤減少導致應課稅收入減少所
致。

期內（虧損）╱利潤

由於上述COVID-19疫情的影響，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錄得虧損人民幣265.1
百萬元，而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則為利潤人民幣119.6百萬元。

流動資金及資本來源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維持穩健的財務狀況和充足流動資金。於
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人民幣944.5百萬元（2019年：人民幣
1,151.2百萬元），較2019年12月31日下降18.0%。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出淨額為人民幣758.4百萬
元，較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68.0百萬元增加人民幣690.4百萬元。
投資活動現金流出淨額為人民幣171.3百萬元，較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
民幣590.0百萬元減少人民幣418.7百萬元，此乃主要由於2019年投資數字王國集團
有限公司。融資活動現金流入淨額為人民幣721.9百萬元，較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
六個月的人民幣464.9百萬元增加人民幣257.0百萬元，主要由於銀行貸款增加以及
發行短期融資券及中期票據所致。現金及現金等價物較去年年底減少約人民幣206.7
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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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狀況表的主要項目變動

物業、廠房及設備

物業、廠房及設備主要包括但不限於影院設備及公司自有辦公室等。我們的物業、
廠房及設備由2019年12月31日的人民幣674.0百萬元減少6.5%至2020年6月30日的人
民幣630.3百萬元。該減少主要由於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所致。

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

流動資產由2019年12月31日的人民幣10,429.8百萬元增加0.7%至2020年6月30日的人
民幣10,504.2百萬元。流動負債由2019年12月31日的人民幣6,813.1百萬元減少4.4%
至2020年6月30日的人民幣6,510.0百萬元。流動負債的減少主要由於應付拍品款項
減少。

存貨

我們的存貨由2019年12月31日的人民幣2,246.6百萬元增加5.0%至2020年6月30日的
人民幣2,359.9百萬元，主要由於收藏的藝術品增加所致。

拍品保證金

拍品保證金由2019年12月31日的人民幣1,674.5百萬元增加11.2%至2020年6月30日的
人民幣1,862.5百萬元，主要由於我們籌備即將到來的拍賣會所致。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由2019年12月31日的人民幣2,056.7百萬元增加7.3%
至2020年6月30日的人民幣2,205.9百萬元，主要由於應收拍品保證金利息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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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項

於2020年6月30日，我們的計息借款為人民幣5,674.9百萬元，該計息借款主要來自
知名金融機構並無抵押。銀行貸款由2019年12月31日的人民幣3,351.1百萬元增至
2020年6月30日的人民幣3,918.1百萬元，主要用於補充營運資金。於2020年2月28
日，本集團發行本金總額為人民幣500百萬元的中期票據，期限為三年（到期日為
2023年2月28日），單位面值為人民幣100元，票面年利率為3.60%。於2020年4月10
日及2020年5月26日，本集團分別發行本金總額為人民幣200百萬元的短期融資券，
期限分別為270天（到期日為2021年1月5日）及199天（到期日為2020年12月11日），每
單位面值為人民幣100元，票面年利率分別為2.50%及2.20%。

根據藝術品信託計劃，倘借款人及其擔保人無法償還有關款項，我們有義務為預期
貨幣信託財產總額與信託本金總額、信託計劃中協議的預期收益、適用稅項及產生
的其他費用（不包括我們的預期獎勵費）之間的差額付款。於2020年6月30日，我們
最高風險額達人民幣2.0百萬元。

於本公告日期，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本集團並未有任何重大或有負債或任何其他
資產負債表外承擔及安排。

資本支出

我們的資本支出主要包括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和無形資產的購買，截至2020年
6月30日及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分別為人民幣5.9百萬元和人民幣53.2百萬元。

其他財務指標

計息負債與資產總額的比值從2019年12月31日的43.8%增至2020年6月30日的
49.7%，主要是由於發行中期票據和短期融資券。

員工薪酬及政策

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共有員工7,305名。我們的員工薪酬政策乃由董事會薪酬
與考核委員會根據彼等之表現、資歷及業務能力而釐定。於2020年6月30日，我們
的薪酬政策和培訓計劃未發生重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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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風險因素

本公司經營活動面臨的風險主要有：市場風險、人員流動風險、競爭風險及利率和
匯率波動風險。

（一） 市場風險

全球經濟尤其是中國經濟的不確定性

自2020年初爆發的COVID-19疫情為本集團的經營環境帶來更多不確定因素。
當前全球COVID-19疫情依然在蔓延擴散，疫情對世界經濟的巨大衝擊將繼續
發展演變，外部風險挑戰明顯增多。2020年第一季度中國全國GDP同比下降
6.8%，第二季度同比增長3.2%。中國經濟正逐步克服疫情帶來的不利影響，
經濟運行呈恢復性增長和穩步復甦態勢，但疫情衝擊損失尚需彌補。中國國內
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較突出，經濟面臨新的下行壓力。我們在藝術品經
營與拍賣板塊下的經營業績尤其可能面臨國內外的經濟及金融環境波動風險。
本公司將在繼續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積極復工復產，整合保利文化的品牌
與資源，在做好目前三項主業的同時，積極發展創新產業模式，開展線上業
務，發掘更多利潤增長點，平抑經濟波動造成的不利影響。

藝術品的需求不可預見

藝術品的需求受諸多因素影響，包括整體經濟及政治環境、有關最受追捧收
藏種類及收藏家收集喜好的變化等。例如，在拍賣業務中，當市場需求降低
時，藝術品拍賣成交量減少，進而降低本公司的佣金收入。此外，在藝術品
經營業務中，我們在市場需求高漲時可能無法以合理價格購買到優質藝術品，
而在市場需求下降時銷售相關藝術品可能難以獲得預期回報。我們將密切關注
市場變化，把握藝術品板塊熱點輪動規律，妥善制定應對策略。我們將尤其注
重拓展國際新客戶和經營門類，加大海外徵集力度，以降低市場需求波動帶來
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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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員流動風險

我們的成功主要歸功於優秀經營管理人才的貢獻。就藝術品經營與拍賣板塊而
言，我們依賴行業專家來提供藝術品鑒定和估值服務，而此等行業專家需要較
長時間的實踐以積累足夠經驗，方能提供專業及可靠的建議。就其他業務板塊
而言，我們需要優質的僱員來確保劇院和影院能夠得到統一和高水平的管理，
從而提升觀眾的體驗及提升我們的品牌認知度，從而提高盈利水平。我們致力
通過出色的人力資源管理，吸引業內優秀人才，並提供良好的職業發展機會。
我們將積極加強人才內部培養及創新人才激勵機制，進一步儲備關鍵管理和專
業人才，並增強現有關鍵人才對公司的歸屬感。

（三） 所有業務板塊均面臨競爭

在藝術品經營與拍賣板塊方面，我們與國內外市場的主要拍賣行在各個經營環
節展開競爭。競爭可能會減少我們的佣金收入、增加我們徵集、購買和銷售藝
術品的成本，以及招募業內人才的費用。在演出與劇院管理板塊方面，我們需
在演出節目資源、劇院網絡覆蓋度及品牌認知度上與中國其他劇院管理公司競
爭。在影院投資管理板塊方面，我們主要與其他在我們擁有影院的區域設立影
院的公司競爭。本公司將準確把握市場需求，提升核心競爭力，保持市場領先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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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匯率波動風險

由於我們在海外的業務拓展，我們可能於未來產生以外幣計值的收入，而我們
與海外客戶簽署的合約也可能以歐元或美元計值。因此，匯率波動（尤其為人
民幣、歐元及美元之間）或會增加我們的成本，而我們的盈利能力亦可能會因
外幣匯兌虧損而下降。我們將高度關注國內外金融市場政策及變化，在加息及
降息週期分別採取具針對性的融資模式，以抵銷部分因利率變動對財務成本的
負面影響。

四、 未來展望

根據疫情影響，保利文化及時調整了2020年度經營目標。我們將抓住下半年復工復
產的寶貴機會，在繼續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排好時間表，壓緊任務線，眾志成
城，爭分奪秒，確保完成年度經營目標。

隨著國內疫情基本穩定，2020年下半年，保利文化各項業務將陸續迎來復產復業，
我們將提早籌劃，做好各項準備工作。劇院、影城、拍賣會等人流密集型場所，
要細緻學習、研究相關主管部門的防控要求，做好現場限流、防疫，積極穩妥推進
復工復產。藝術品經營與拍賣業務將加大拍品徵集力度，做好年度大拍。演出與劇
院管理業務將合理安排演出場次；與各劇院業主方、地方政府保持積極溝通。影業
投資與電影院線管理業務要做好影城營銷，不斷提升直營影城票房；繼續推進成本
壓降，努力減少虧損；做好主流價值觀影片投資，弘揚正能量，提升保利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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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後事項

自2020年6月30日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無重大期後事項。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致力於達致並維持高水平企業管治，以符合業務所需及股東要求。自2020年1月1
日起至2020年6月30日止期間（「報告期」），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守則
及企業管治報告之所有守則條文，並採納了其中的絕大多數建議最佳常規。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董事及監事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本公司已向董事及監事作出特定查詢，全體
董事及監事確認彼等於報告期內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準則。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於報告期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中期股息

董事會未提出就截至於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的建議。

審閱中期業績

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已審閱並確認本公司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公告、
2020年中期報告以及按照《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規定編製的截至2020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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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中期業績及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告將在香港聯交所披露易網站 (www.hkexnews.hk)和本公司網站
(www.polyculture.com.cn)上發佈。

本公司載有上市規則規定的全部資料的2020年中期報告將適時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將刊
載於香港聯交所披露易網站(www.hkexnews.hk)和本公司網站(www.polyculture.com.cn)。

承董事會命
保利文化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徐念沙

中國，北京，2020年8月28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徐念沙先生、張曦先生、蔣迎春先生及李衛強先生；
非執行董事為黃戈明先生及王珂靈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伯謙先生、李曉慧女士及
葉偉明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