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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回顧及展望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從事人工智能技術以及其相關業務創新產品研發製
造並在多種垂直領域提供人工智能技術服務及相關解決方案業務（「人工智能業務」）。截至二
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本集團錄得總收入約為14.8百萬港元。期內的淨
虧損為14.3百萬港元，本期間的毛利率為46.8%。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較其流動負債高出176百萬港元，淨負債為78
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流動負債較流動資產高出133百萬港元，淨負債為348
百萬港元）。於本期間，本集團主要透過以總代價人民幣386百萬元（相等於460百萬港元）出售
其若干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大幅改善其財務狀況。出售所得款項被用於償
還其他借款及一般營運資金。

本集團之收入由比較期間的61.4百萬港元減少46.6百萬港元或75.9%至本期間的14.8百萬港
元。該減少主要由於穿戴式智能頭盔銷量減少所致。儘管本公司已注意到，因各國進行疫苗
接種活動，智能防疫頭盔需求較比較期間有所減少。鑒於不少國家的疫情尚未完全遏制、病
毒變體引發新一輪感染及採用體溫篩查作為疫情控制措施成為新常態，本公司相信全球對智
能防疫頭盔仍有需求。

本公司會持續進行進一步的研發，旨在為各垂直行業的不同解決方案生產結合人工智能技術
及大數據分析的產品。本公司認為，隨著二零二一年下半年5G網絡及雲計算技術的發展、數
據分析服務應用的增長及公共安全項目的恢復，本公司的人工智能業務將會逐步恢復及改善。

深度拓展多元化行業應用

本集團長期致力於人工智能技術相關的算法、大數據分析平台及基於此算法和平台的面向垂
直行業的專業應用產品和系統的研製與開發，並提供專業的系統集成、安裝、調試以及運維
服務。已形成以人工智能算法技術為核心的一體化整體解決方案，實現了對多種固定式或移
動式前端設備的硬件接入和人工智能賦能，目前本集團「人工智能」相關產品及整體解決方案
在公共安全、防疫領域繼續深入，並在教育、工業檢測和互聯網商業等領域進一步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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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了解不同行業潛在客戶的需求或其面臨的問題，本集團有針對性的根據客戶的需求痛點
對核心的算法軟件和大數據分析平台進行定製化開發，並最終提供符合行業規範要求與客戶
業務流程相結合的產品或綜合解決方案。在此期間本集團累積設計開發了一系列底層核心人
工智能算法，本期間，面向公共安全、防疫、工業檢測、互聯網商務和教育等垂直行業業務
領域的需求，繼續進行定製化研製開發、性能提升、功能優化和應用拓展。

面向公共安全領域，本集團研製開發了移動終端識別算法、行為特徵分析算法等多維度多領
域人工智能算法軟件和大數據管理分析平台，對於不同場景，分別選擇移動式或固定式終端
進行人工智能賦能，並結合訂製開發的系統管理平台，形成了人工智能系統等整體解決方
案。如在重慶火車北站等人群密集地區繼續進行項目的交付部署與安裝調試，顯著提高了相
關人員的工作效率。

在衛生防疫領域，目前新冠疫情在全球範圍內得到一定控制，但疫情常態化防管控仍然對可
無接觸遠距離快速篩查發熱人群的智能防疫頭盔有一定需求，本期間內本集團基於多年的人
工智能技術積累以及前期客戶的反饋意見，進行了紅外可見光雙光融合測溫等算法的深度創
新。基於智能防疫頭盔在人流量大、分佈範圍廣、較易發生人群聚集的地方提供快速測溫的
優異表現，此產品繼續被國內以及東南亞區域等地客戶購買作為防疫用品。

在數據分析服務領域，本集團開發的視頻採集與分析和互聯網行為分析算法已應用於互聯網
商務精準營銷等領域以提高服務效率。設計開發的校園智能管理系統平台也應用於校園安全
管控和兒童成長行為分析。

在工業檢測方面，本集團提供的智能工業檢測系統平台及數據分析服務具有魯棒性高，適應
性強，快速高效的技術特點，正在生產過程管控和智能設備檢測領域開展應用。

本期間，本集團在上海、重慶和深圳市等地進行了多種行業領域的開拓，例如：在互聯網商
業領域，發展基於大數據分析的互聯網商務的應用拓展；在工業檢測應用領域的拓展正在進
行研製開發及系統性測試部署，同時校園智能管理系統平臺正在持續建設以及落地中，以繼
續深化拓展本集團產品在教育領域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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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本集團智能產品向公共安全、工業檢測、數據分析等垂直領域的延伸，本集團也在加快
其他智能產品的研製與開發。本集團管理層相信，伴隨著5G網路、物聯網、雲計算等技術的
發展，本公司的「人工智能」技術將會結合自身發展目標和產業需求逐步應用於更多垂直行
業，根據使用者的痛點和需求發展出更多的應用產品，在相關領域將具有廣闊的應用需求及
市場前景。

人才發展與建設

在人才建設方面，為健全人才培養體系以及創新人才發展體制機制，進一步提高人才隊伍素
質，本集團繼續將吸引、培養優秀人才作為重點戰略目標，在全球範圍內引進人工智能、電
子信息等相關領域的高科技人才。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本集團擁有員工總計98
人，碩士及碩士以上學歷約19%，成為集團後續進一步的發展的堅實基礎。

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不會就本期間宣派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二零年：無）。

資本架構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擁有6,156,928,86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已發行普通股。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股東資金總額約為1,884,055,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938,285,000港元）。資產總值約為2,451,01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2,843,044,000港元）及負債總額約為566,955,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904,759,000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約為101,542,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147,812,000港元），及已抵押銀行存款約1,648,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2,388,000港元）。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資產負債比率，即計息債務總額，包括
租賃負債及銀行及其他借貸分別約532,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30,000港元）
及180,887,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96,839,000港元），相對資產淨值之百分比
約為9.6%（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5.70%）。

本集團大部分資產、負債及交易主要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計值。本集團並無就外匯風險訂
立任何工具。本集團將密切監察匯率動向及採取適當措施減低匯兌風險。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及其他借款詳情載於綜合財務資料附註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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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為數81,751,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2,174,000港
元）的使用權資產及為數413,362,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01,385,000港元）的在
建工程被用作本集團銀行借款的抵押。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1,648,000港元（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2,388,000港元）的銀行存款被用作建設工程及服務合約的抵押。

或有負債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有負債（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風險管理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定期檢討風險及信貸監控制度，以改善整體監控制度並減低信貸風險。
此舉亦確保本集團能夠有效開展業務及促進進一步發展。自去年年結日後，本集團的風險管
理政策並無重大變動。

重要投資、重大收購或出售

投資光启技術有限公司（「光啟技術」）
光啟技術是一家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國公司（股份代號：002625），主要從事創新技
術的開發，其核心業務是超材料智能結構及設備研究以及汽車座椅功能部件製造。於二零二
一年一月二十日至二零二一年二月八日期間，本集團通過一系列交易在公開市場上出售合共
15,245,891股光啟技術股份（「光啟技術出售事項」），總代價約為人民幣385,718,000元。出售
光啟技術股份的平均售價約為人民幣25.30元。於光啟技術出售事項後，出售所得款項約為
人民幣385,718,000元（459,737,000港元），本集團於本期間在其他全面收益中就光啟技術出
售事項確認出售收益約人民幣40,014,000元（48,061,000港元）。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本集團持有光啟技術的56,282,860股普通股，約佔光啟技術已發行股份的2.61％。光啟技術
股份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的賬面值為1,409,009,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492,600,000港元（於光啟技術出售事項後）），佔本集團總資產的57.5%（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66.7%（於光啟技術出售事項後））。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公允值虧
損為82,744,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六月月三十日：公允值虧損126,972,000港元）已在其他全面虧
損中確認。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收取光啟技術派發的股息（二零
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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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二零二零年年報以了解對光啟技術投資的其他詳情。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期內並無任何其他重要投資，亦無其他有關附屬公司及聯營公
司之重大收購或出售。

報告期後事項

期後未發生重大事件。

本集團之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抵押若干資產，作為本集團所獲授銀行融資之擔保，詳
情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 
－於光啟技術之股份 – 1,896,926

已抵押銀行存款 1,648 2,388
在建工程 413,362 401,385
使用權資產 81,751 82,174   

496,761 2,382,873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有負債（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關於重大投資的未來計劃

除本報告所披露者外，於本報告日期並無任何重大投資或添置資本資產的計劃。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約有98名僱員（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0名僱員）。
本集團為僱員提供具競爭力的薪酬待遇，並設有購股權計劃及限制性股份獎勵計劃。本集團
亦向表現出色及對本集團貢獻良多之僱員發放優厚酌情花紅。此外，本集團根據員工個人職
業發展為員工提供相關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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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設有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以為對於本集團營運成功作出貢獻之合資格
參與者提供激勵及獎勵。購股權計劃之條款詳情已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4內披露。

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的變動如下：

參與者類別 授出日期 行使價港元 行使期(1)

於
二零二一年
一月一日
尚未行使

本期間內
授出

本期間內
行使

於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        

僱員 二零二一年 
四月二十二日

0.229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至 
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一日(2)

– 27,000,000 – 27,000,000

1) 購股權於各自之要約函件所載若干表現目標獲達成後歸屬。

2) 自購股權授出日期起滿第一、第二及第三個週年日開始，有關承授人可行使獲授之購股權分
別最多33%、33%及34%。

3) 本期間概無購股權被註銷及失效。

於本報告日期，根據該計劃可發行的購股權總數為243,606,779股。

本期間內授出的購股權公允值總額約為2,808,000港元。有關購股權計劃公允值的詳情已於簡
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4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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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之權益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以下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或其聯繫人士於本公司或其任何
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
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或登記於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352條存置之登記冊內或根據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所持股份數目 

董事╱
最高行政人員姓名 個人權益 公司權益

佔已發行
股份總數

概約百分比    

劉若鵬博士（「劉博士」） – 2,618,500,000 (L)
（附註2）

42.53%

附註：

1. 「L」代表股份╱相關股份之好倉，而「S」代表股份之淡倉。

2. 此乃指兩家公司直接持有本公司2,618,500,000股股份之權益：— (1.) Wireless Connection 

Innovative Technology Limited 之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New Horizon Wireless Technology Limited

（「 New Horizon 」）所 持 2,618,000,000 股 股 份 。Wireless Connection Innovative Technology 

Limited分別由光啟創新技術有限公司及深圳光啟合眾科技有限公司擁有51%及49%權益。光
啟創新技術有限公司為深圳大鵬光啟科技有限公司之附屬公司，而深圳大鵬光啟科技有限公
司為深圳大鵬光啟聯眾科技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劉博士為其控股股東）之附屬公司，而劉博
士則為深圳光啟合眾科技有限公司之控股股東；及(2.)深圳光啟友路科技有限公司之全資附屬
公司Sky Aisa Holdings Limited（「Sky Aisa」）所持500,000股股份，而深圳光啟友路科技有限公
司由深圳光啟合眾科技有限公司全資擁有，及誠如上文所述，劉博士為其控股股東。因此，
劉博士被視為於New Horizon及Sky Asia分別所持相同數目之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益。

3.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的已發行股份為6,156,928,86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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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之權益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任何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或彼等各自之
聯繫人士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
或債權證中持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被視為或當作持有權益或淡倉，而須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或根據標準守則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或須登記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352條存置之登記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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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股份之權益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以下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直接或間接擁有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條文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或已登記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336條所存置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
姓名╱名稱 身份 所持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
股份總數

概約百分比    

黃薇子女士 配偶權益 2,618,500,000 (L)
（附註2）

42.53%

New Horizon 實益擁有人 2,618,000,000 (L) 42.52%

Wireless Connection Innovative 
Technology Limited

受控制公司權益 2,618,000,000 (L) 42.52%

深圳大鵬光啟科技有限公司 受控制公司權益 2,618,000,000 (L) 42.52%

深圳大鵬光啟聯眾科技 
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受控制公司權益 2,618,000,000 (L) 42.52%

深圳光啟合眾科技有限公司 受控制公司權益 2,618,500,000 (L) 42.53%

深圳光啟創新技術有限公司 受控制公司權益 2,618,000,000 (L) 42.52%

Central Faith International Ltd. 實益擁有人及 
受控制公司權益

972,981,013 (L) 1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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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股份之權益

主要股東
姓名╱名稱 身份 所持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
股份總數

概約百分比    

World Treasure Global Limited 
（附註3）

實益擁有人 618,981,013 (L) 10.05%

Ye Cheng（附註4） 受控制公司權益 347,471,988 (L) 5.64%

附註：

1. 「L」代表股份╱相關股份之好倉，而「S」代表股份之淡倉。

2. 此乃指New Horizon及Sky Asia所持本公司股份之權益。劉博士之配偶黃薇子女士（「黃女士」）
被視為於New Horizon及Sky Asia所持相同數目之股份中擁有權益。

3. World Treasure Global Limited為Central Faith International Ltd.之全資附屬公司。

4. Ye Cheng先生為Cutting Edge Global Limited（直接擁有206,818,877股股份之權益）及LUCKY 

TIME GLOBAL LIMITED（直接擁有140,653,111股股份之權益）之唯一擁有人。

5. 乃依據該等主要股東分別提交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權益披露表格。

6.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的已發行股份為6,156,928,860股。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不知悉任何其他人士（本公司董事或最
高行政人員除外）直接或間接擁有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而須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條文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或已登記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336條所存置登記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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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企業管治常規

董事會深明高水準企業管治非常重要，並相信有效企業管治常規乃提升股東價值及維護股東
利益之基礎。因此，本公司已採納健全企業管治原則，強調有效內部控制及本公司對全體股
東負責。

除本報告內所披露者外，於回顧期間，本公司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
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企業管治守則」）之所有適用守
則條文，及在適當情況下，採納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若干最佳推薦常規。偏離守則條文之詳
情載列如下。

企業管治守則第A.6.7條及第E.1.2條
企業管治守則第A.6.7及E.1.2條守則條文規定，獨立非執行董事、非執行董事及董事會主席應
出席股東週年大會。董事會主席劉若鵬博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繼傑博士由於其他公務沒有
出席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在此方面，本公司的執行董事、行政
總裁兼技術總監欒琳博士主持會議答疑解惑。

本公司定期檢討其企業管治常規，確保持續符合企業管治守則之規定。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
則。經本公司進行具體查詢程序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本期間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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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董事資料變更

自二零二零年年度報告之日起至本報告之日為止，董事的個人履歷並無根據上市規則第
13.51B(1)條須予披露之變更。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本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足夠公眾持股量

於本報告日期，根據本公司可取得之公開資料及就董事所知，本公司維持上市規則所規定足
夠公眾持股量。

審閱中期業績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以及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審核委員會信納該項審閱，且董事會亦信納審核委員會的
報告。

代表董事會
光啟科學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劉若鵬博士

香港，二零二一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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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6 14,812 61,379
銷售成本 (7,878) (43,567)    

毛利 6,934 17,812
其他收入 7 1,600 1,093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8 2,674 (95)
撥回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值 14 –
撥回貿易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 3,376 27,750
合約資產之減值虧損 (4) –
銷售及分銷開支 (9,074) (8,606)
研發開支 (7,913) (13,683)
行政開支 (13,368) (24,283)    

營業虧損 (15,761) (12)

財務收入 1,625 226
財務費用 (143) (11,000)    

財務費用淨額 1,482 (10,774)    

除稅前虧損 (14,279) (10,786)
所得稅開支 10 – (636)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虧損 (14,279) (11,422)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 12 – (195)    

期內虧損 (14,279) (11,617)    



17 光啟科學有限公司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以下人士應佔持續經營業務之期內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4,279) (11,347)
非控股權益 – (75)    

(14,279) (11,422)    

以下人士應佔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內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 (101)
非控股權益 – (94)    

– (195)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4,279) (11,448)
非控股權益 – (169)    

(14,279) (11,617)    

每股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基本（以每股港仙計） 13 (0.23) (0.19)
攤薄（以每股港仙計） 13 (0.23) (0.19)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以每股港仙計） 13 (0.23) (0.18)
攤薄（以每股港仙計） 13 (0.23) (0.18)    

上述簡明綜合損益表應與隨附附註一併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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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虧損 (14,279) (11,617)

其他全面虧損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5,577) (9,036)

其後不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 

之金融資產之公允值變動， 
扣除遞延稅項 (82,744) (126,972)

出售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 
金融資產之收益 48,061 –   

其他全面虧損，經扣除稅項 (40,260) (136,008)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54,539) (147,625)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54,539) (147,271)
非控股權益 – (354)   

(54,539) (147,625)   

上述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應與隨附附註一併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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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4 430,569 415,115
使用權資產 15 204,346 157,913
無形資產 16 498 68
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 17 1,409,009 1,896,926
長期按金及預付款項 18 1,203 1,192    

非流動資產總值 2,045,625 2,471,214    

流動資產
存貨 20,477 15,172
合約資產 12,153 11,88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8 269,565 194,574
應收貸款 19 – –
已抵押銀行存款 1,648 2,388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01,542 147,812    

流動資產總值 405,385 371,830    

資產總值 2,451,010 2,843,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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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權益
股本 20 61,569 61,569
其他儲備 21 2,317,292 2,413,768
累計虧損 (494,804) (537,05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884,057 1,938,287
非控股權益 (2) (2)    

權益總額 1,884,055 1,938,285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銀行 22 168,857 169,066
租賃負債 15 289 378
遞延所得稅負債 168,754 230,903    

非流動負債總額 337,900 400,347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23 176,636 136,699
合約負債 5,137 4,501
租賃負債 15 243 752
遞延政府補助 21,843 21,642
應付所得稅 13,166 13,045
銀行及其他借貸 22 12,030 327,773    

流動負債總額 229,055 504,412    

負債總額 566,955 904,759    

權益及負債總額 2,451,010 2,843,044    

上述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應與隨附附註一併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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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本 其他儲備 累計虧損 小計
非控股
權益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20） （附註21）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61,569 2,413,768 (537,050) 1,938,287 (2) 1,938,285       

期內虧損 – – (14,279) (14,279) – (14,279)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

－貨幣換算差額 – (5,577) – (5,577) – (5,577)
－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

收益之金融資產之公
允值變動，扣除遞延
稅項 – (82,744) – (82,744) – (82,744)

－出售按公允值計入其他
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
之收益 – 48,061 – 48,061 – 48,061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40,260) (14,279) (54,539) – (54,539)
－於出售按公允值計入 

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
資產時轉撥 – (56,525) 56,525 – – –

－確認以股份為基礎之 
付款 – 309 – 309 – 309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61,569 2,317,292 (494,804) 1,884,057 (2) 1,884,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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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本 其他儲備 累計虧損 小計
非控股
權益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20） （附註21）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61,569 1,421,209 (458,702) 1,024,076 24,296 1,048,372       

期內虧損 – – (11,448) (11,448) (169) (11,617)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

－貨幣換算差額 – (8,851) – (8,851) (185) (9,036)
－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

收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允
值變動，扣除遞延稅項 – (126,972) – (126,972) – (126,972)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135,823) (11,448) (147,271) (354) (147,625)
出售一間非全資附屬 

公司 – – 22,685 22,685 (22,685) –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61,569 1,285,386 (447,465) 899,490 1,257 900,747       

上述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應與隨附附註一併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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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流量

經營業務所耗現金淨額 (128,513) (116,003)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購買廠房及設備 (13,379) (15,600)
已收利息 1,625 226
定期存款所得款項淨額 740 193
購買使用權資產 (50,798) –
購買無形資產 (471) –
出售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所得款項 463,867 –   

投資活動所得╱（所耗）現金淨額 401,584 (15,181)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銀行借貸所得款項 – 2,773
償還其他借貸 (318,292) –
償還租賃負債 (590) (675)   

融資活動（所耗）╱所得現金淨額 (318,882) 2,098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淨額 (45,811) (129,086)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47,812 245,879
匯率變動之影響 (459) (2,811)   

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01,452 113,982   

上述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應與隨附附註一併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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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光啟科學有限公司（「本公司」）乃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一家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地址位於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11, Bermuda。其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銅鑼灣禮頓道77號
禮頓中心11樓1104室。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從事未來技術業
務創新產品研發製造以及提供其他創新技術服務解決方案。

除非另有註明，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以港元（「港元」）呈列。

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已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三十日獲董事會批准刊發。本中期簡明綜
合財務資料未經外聘核數師審核或審閱。

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根據由香港會計師公
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
以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應與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編製之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按公允值計量之按公允值計入其他
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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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大會計政策概要

除因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導致的會計政策變
動外，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所採用的會計政策
及計算方法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呈列者相
同。

(a) 本集團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開始之報告期間首次應用以下新訂準
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修訂本）

新型冠狀病毒相關之租金寬減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第二階段

採納該等準則之修訂本並無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及業績產生重大影響。

(b) 已頒佈但本集團尚未應用之準則的影響
下列已頒佈但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期間尚未強制採納之新訂及經修
訂準則及詮釋並無獲提早採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2)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將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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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概念性框架之提述(1)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虧損合約–履行合約的成本(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41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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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間資產 
出售或注資(3)

(1)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開始之年度期間對本集團生效。
(2) 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開始之年度期間對本集團生效。
(3) 生效日期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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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大會計政策概要（續）

(b) 已頒佈但本集團尚未應用之準則的影響（續）

管理層正在評估已頒佈但尚未於二零二一年生效的上述準則及詮釋之修訂本對本
集團運營的影響，但尚無法得出結論。

概無在此中期期間首次生效的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或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委員會）詮釋預計會對本集團產生重大影響。

4 估計

編製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需要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而有關判斷、估計及假
設會影響會計政策的應用及資產及負債以及收支之呈報數額。實際結果可能有別於該等
估計。

在編製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時，管理層於採用本集團會計政策中作出的重大判斷及估
計不確定性的關鍵來源，與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所採
用者相同。

5 財務風險管理及金融工具

5.1 財務風險因素
本集團因經營業務而面臨多種財務風險：市場風險（包括貨幣風險及利率風險）、
信貸風險及流動資金風險。

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所規定之全部財務風險管理資料
及披露，故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
併閱讀。

5.2 公允值估計
（a） 公允值層級

為得出釐定公允值所用輸入數據的可信程度指標，本集團根據會計準則將
其金融工具分為三層。各層級之說明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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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財務風險管理及金融工具（續）

5.2 公允值估計（續）

（a） 公允值層級（續）
下表呈列本集團按經常性基準以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之公允值計量及確認的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第1層 第2層 第3層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金融資產
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 

收益之金融資產
－上市股本證券 1,409,009 – – 1,409,009
－非上市股本證券 – – – –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金融資產
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 

收益之金融資產
－上市股本證券 1,896,926 – – 1,896,926
－非上市股本證券 – – – –     

本集團的政策為於報告期末確認公允值層級之轉入及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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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財務風險管理及金融工具（續）

5.2 公允值估計（續）

（a） 公允值層級（續）
下表分析按估值方法劃分的按公允值入賬之金融工具。不同層級的界定如
下：

第1層： 在活躍市場買賣的金融工具（如公開買賣衍生工具及股本證券）
的公允值按報告期末的市場報價列賬。本集團持有的金融資產
所用的市場報價為當時買盤價。該等工具列入第1層。

第2層： 並非於活躍市場買賣的金融工具（如場外衍生工具）的公允值採
用估值技術釐定，該等估值技術盡量利用可觀察市場數據而極
少依賴實體的特定估計。倘計算工具公允值所需全部重大輸入
數據均為可觀察數據，則該工具列入第2層。

第3層： 如一項或多項重大輸入數據並非根據可觀察市場數據得出，則
該工具列入第3層。非上市股本證券即屬此情況。

(b) 估值程序
本集團財務部設有一支團隊，負責就財務報告進行所需之金融資產估值（包
括第3層之公允值）。該團隊直接向財務總監（「財務總監」）及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匯報。財務總監、審核委員會及估值團隊就估值程序及結
果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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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收入及分類資料

提供予主要營運決策人（「主要營運決策人」）之財務資料並不包括各產品系列或各市場分
類之損益資料，且主要營運決策人乃按綜合基準檢討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因此，本集團
之業務構成單一個可報告分類，並無進一步呈列分類分析。

(a) 本集團於本期間之收入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來自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範圍內的 
客戶合約的收益

按主要產品或服務線劃分
－提供採購服務 2,121 –
－銷售人工智能系統及相關產品 7,412 14,950
－銷售穿戴式智能頭盔 1,356 46,429
－提供基於人工智能的技術支持服務 3,112 –
－租金收入 811 –   

14,812 61,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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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收入及分類資料（續）

(b) 地區資料
本集團於兩個主要地區經營業務－中國及香港。

有關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之經營收入之資料乃按貨品或服務交付地點呈列。有關
本集團非流動資產之資料乃按資產所在地區呈列。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非流動資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中國 12,609 41,444 636,614 574,147
香港 2,121 – 2 141
其他海外國家 82 19,935 – –     

14,812 61,379 636,616 574,288     

* 非流動資產不包括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之金融資產及於聯營公司之
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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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收入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政府補助 1,145 1,048
雜項收入 455 45   

1,600 1,093   

8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2,674 (53)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虧損 – (42)   

2,67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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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經營虧損

經營虧損乃經扣除或（計入）下列各項後得出：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銷售成本 7,878 43,567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15,838 16,362
無形資產攤銷 42 2,44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801 2,071
使用權資產攤銷 5,826 6,798
董事酬金 375 664
與短期租賃有關的辦公室物業及 

倉庫經營租賃開支 590 4,623
撥回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值 (14) –
撥回貿易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 (3,376) (27,750)
合約資產之減值虧損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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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所得稅開支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即期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 – 579
中國企業所得稅 – 57   

– 636   

附註：

(i) 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香港利得稅乃按各報告期間估計
應課稅溢利以稅率16.5%計算。由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於香
港並無產生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撥備香港利得稅。

(ii) 中國企業所得稅指按本集團經營所在之中國城市當前稅率就期內應課稅溢利徵收之稅
項。

適用於中國附屬公司之稅率為25%（二零二零年：25%），惟於前海成立之中國附屬公司
及一間獲認可為高新科技企業的中國附屬公司除外，該等公司由二零一九年至二零二二
年止三年按稅率15%（二零二零年：15%）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

11 股息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並無支付、宣派或建議派付任何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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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已終止經營業務

在二零一八年五月一日召開的Martin Aircraft Company Limited（「MACL」）股東特別大
會上，股東批准MACL退出澳大利亞證券交易所（「澳洲交易所」）正式名單及其普通股
退市。作為摘牌程序的一部分，MACL已安排將其股份轉往USX（紐西蘭非上市股票交
易平台），以允許股東繼續交易其股票。MACL於二零一八年六月四日從澳洲交易所退
市，而MACL股票已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七日開始在USX交易。

MACL在開發其產品商業用途方面遇到困難，及於二零一八年底所有業務活動都停止。
因此，MACL被分類為已終止經營業務。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
公司悉數出售其於MACL之投資。

13 每股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14,279) (11,448)
加：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內虧損 – 101   

計算持續經營業務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虧損 (14,279) (11,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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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每股虧損（續）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續）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156,929 6,156,929
具攤薄效應之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本公司之購股權 – –   

計算每股攤薄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156,929 6,156,929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以
下數據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14,279) (11,448)   

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計算每股攤薄虧損並無假設本公司
尚未行使購股權獲行使，原因為假設獲行使將導致每股虧損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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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物業、廠房及設備

樓宇
廠房

及機器
傢私

及裝置
辦公室
設備

租賃
物業裝修 汽車 在建工程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成本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8,014 21,505 213 23,809 88 5,672 363,659 422,960
添置 – – – 186 – – 12,754 12,940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 – (12,960) – (8,230) (88) (492) – (21,770)
貨幣換算差額 533 569 11 1,034 – 296 24,972 27,415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8,547 9,114 224 16,799 – 5,476 401,385 441,545

添置 5,153 – – – – – 8,226 13,379
貨幣換算差額 80 85 1 154 – 44 3,751 4,115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13,780 9,199 225 16,953 – 5,520 413,362 459,039         
累計折舊及減值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 20,184 213 17,516 88 4,695 – 42,696
折舊 299 679 – 2,477 – 486 – 3,941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 – (12,960) – (8,230) (88) (492) – (21,770)
貨幣換算差額 18 520 11 752 – 262 – 1,563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317 8,423 224 12,515 – 4,951 – 26,430

折舊 207 290 – 1,211 – 93 – 1,801
貨幣換算差額 3 73 1 117 – 45 – 239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527 8,786 225 13,843 – 5,089 – 28,470         

賬面值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13,253 413 – 3,110 – 431 413,362 430,569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8,230 691 – 4,284 – 525 401,385 415,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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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租賃

(a) 使用權資產

租賃物業 租賃土地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之結餘 8,000 149,913 157,913
添置 – 50,798 50,798
攤銷開支 (2,858) (2,968) (5,826)
匯兌 69 1,392 1,461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 
結餘（未經審核） 5,211 199,135 204,346    

(b) 租賃負債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 289 378
流動 243 752   

532 1,130   

(c) 於簡明綜合損益表中確認的金額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使用權資產攤銷開支 5,826 6,798
租賃負債之利息 13 71
與短期租賃有關的開支 590 4,623   

6,429 11,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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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無形資產及商譽

商譽
資本化

開發成本 軟件
技術訣竅
及專利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成本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30,652 102,868 5,608 84,734 223,862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 (29,102) (97,667) (5,324) (69,607) (201,700)
貨幣換算差額 (1,550) (5,201) (284) 1,007 (6,028)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 – – 16,134 16,134
添置 – – – 471 471
貨幣換算差額 – – – 151 151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 – – 16,756 16,756      
累計攤銷及減值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30,652 102,868 5,608 79,711 218,839
攤銷 – – – 4,992 4,992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 (29,102) (97,667) (5,324) (69,607) (201,700)
貨幣換算差額 (1,550) (5,201) (284) 970 (6,065)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 – – 16,066 16,066
攤銷 – – – 42 42
貨幣換算差額 – – – 150 150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 – – 16,258 16,258      

賬面值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 – – 498 498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 – 68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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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上市證券：
－股本證券（附註） 1,409,009 1,896,926

非上市證券：
－股本證券 – –   

1,409,009 1,896,926   

附註：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光啟技術股份有限公司（「光啟技術」）
56,282,860股（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1,528,751股）普通股，佔光啟技術已發行
普通股的2.61%（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32%）。由本公司董事劉若鵬博士及欒
琳博士分別參股35.09%及15.79%的深圳光啟合眾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光啟技術超過5%

的股權。光啟技術是一家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日至二零二一年二月八日之期間，本集團通過一系列交易在公
開市場上出售合共15,245,891股光啟技術的普通股，出售事項的總代價淨額約為人民幣
385,718,000元（相等於約459,737,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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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67,080 222,010
減：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53,838) (56,721)   

貿易應收款項淨額 13,242 165,289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4,841 4,156
向供應商提供預付款項 194,175 1,237
其他預付款項 20,964 11,374
增值稅及其他應收稅項 17,546 13,710   

270,768 195,766
減：非流動部分 (1,203) (1,192)   

269,565 194,574   

以下為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收益確認日期為基準及
經扣除撥備呈列之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90日 10,957 162,906
91至180日 – –
181至365日 – 64
1至2年 1,400 2,319
2至3年 885 –   

13,242 165,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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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續）

貿易應收款項及合約資產之虧損撥備賬變動載列如下：

貿易應收款項 合約資產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57,600 290 57,890

減值虧損撥備 388 10,484 10,872

貨幣換算差額 3,301 645 3,946

不可收回款項撇銷 (4,568) – (4,568)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56,721 11,419 68,140

減值虧損撥備╱（撥回） (3,376) 4 (3,372)

貨幣換算差額 493 106 599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53,838 11,529 65,367    

19 應收貸款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向第三方提供之貸款 (a) 2,368 2,368
減：應收貸款減值撥備 (a) (2,368) (2,368)    

– –    

附註：

(a)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該結餘代表向Beyond Verbal

提供之貸款2,368,000港元，為無抵押，按年利率6厘計息及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到期。由於管理層認為該貸款的可收回性甚低，故已於二零一七年悉數減值。於本期
間，Beyond Verbal概無作出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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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股本

普通股 股份數目 等值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及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7,316,666,668 73,167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及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6,156,928,860 61,569   

21 其他儲備

股份溢價

按公允值
計入其他

全面收益儲備
之金融資產 資本儲備 繳入盈餘

以股份為
基礎之付款

儲備 匯兌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a) （附註b） （附註c)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2,339,550 (21,619) 17,900 103,941 – (26,004) 2,413,768
貨幣換算差額 – – – – – (5,577) (5,577)
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 

之金融資產之公允值變動， 
扣除遞延稅項 – (82,744) – – – – (82,744)

出售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 
之金融資產之收益 – 48,061 – – – – 48,061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 – (34,683) – – – (5,577) (40,260)
於出售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 

之金融資產時轉撥 – (56,525) – – – – (56,525)
－確認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 – – – – 309 – 309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2,339,550 (112,827) 17,900 103,941 309 (31,581) 2,317,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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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其他儲備（續）

股份溢價

按公允值
計入其他

全面收益儲備
之金融資產 資本儲備 繳入盈餘

以股份為
基礎之付款

儲備 匯兌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a) （附註b） （附註c)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2,339,550 (970,933) 17,900 103,941 – (69,249) 1,421,209
貨幣換算差額 – – – – – 43,245 43,245
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 

之金融資產之公允值變動， 
扣除遞延稅項 – 949,314 – – – – 949,314        

年內其他全面收益 – 949,314 – – – 43,245 992,559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339,550 (21,619) 17,900 103,941 – (26,004) 2,413,768        

附註：

(a) 資本儲備結餘指本集團於一九九二年進行重組所產生的資本儲備。

(b) 繳入盈餘結餘來自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及二零零六年財政年度進行之股本削減行動。

(c)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儲備結餘指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授出之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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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銀行及其他借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借貸
－於一年內 12,030 11,919
－一至兩年 24,060 23,838
－兩年至五年 72,180 80,193
－超過五年 72,617 65,035   

180,887 180,985
其他借貸

－於一年內 – 315,854   

– 315,854   

銀行及其他借貸總額 180,887 496,839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銀行借貸按年利率約6.7厘至7.4厘（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每年6.7厘至7.4厘）計息，乃由使用權資產81,751,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82,174,000港元）及在建工程413,362,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01,385,000港元）進行抵押及由本公司以及由劉若鵬博士控制的一間公司進行擔保。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其他借款已經悉數償還。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獲授的可動用銀行融資總額約為601,500,000港元（二
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25,317,000港元），當中的402,568,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144,332,000港元）尚未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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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款項 17,982 31,817
應計僱員福利 2,726 6,353
增值稅及其他應付稅金 8,197 7,786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90,492 30,063
應計建設成本 57,239 60,680   

176,636 136,699   

以下為根據各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的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90日 7,747 195
91至365日 36 22,064
超過一年 10,199 9,558   

17,982 3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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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以股份為基礎付款之交易

根據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之普通決議案，本公
司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計劃」）。計劃之目的為讓本公司可向參與人提供獎勵以表揚彼
等對本集團作出之貢獻。本公司董事可向本公司任何僱員或董事或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
任何顧問、諮詢人、代理、承包商、客戶及供應商或董事會全權酌情認為根據對本集團
作出之貢獻符合計劃資格之人士提呈授出。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根據計劃授出合共27,000,000份購股權（「購股權」）。行使
價為0.229港元。購股權之詳情概列如下：

購股權
佔股份
總數

百分比 歸屬期 行使期    

第一批 33%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至
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至
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第二批 33%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至
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二日至
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第三批 34%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至
二零二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二零二四年四月二十二日至
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購股權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確認為開支 
（港元）

309,000

授予本公司僱員之購股權數目 27,000,000  

行使價（港元） 0.229
授出日期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於授出日期之公允值（港元） 2,80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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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以股份為基礎付款之交易（續）

下表載列購股權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之公允值之輸入數據：

購股權
  

授出日期之股價（港元） 0.229
行使價（港元） 0.229
預期波幅 71%
無風險利率(%) 0.60%
行使倍數 1.6
預期股息收益率 無  

下表披露僱員所持本公司購股權於期內之變動：

購股權類別

於
二零二一年
一月一日
尚未行使

本期間內
授出

本期間內
行使

本期間內
沒收

於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      

向僱員授出之購股權 – 27,000,000 – – 27,000,000      

總計 – 27,000,000 – – 27,000,000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就本公司授出之購股權確認開支約
309,000港元。

25 資本承擔

於期╱年末已訂約但尚未產生之資本開支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訂約 
物業、廠房及設備 34,536 26,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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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關連方交易

（a） 關連方結餘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賬款
－深圳光啟超材料技術有限公司 

（「深圳光啟超材料」） 1,756 21,660   

（b） 關連方交易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關連方名稱 交易性質 千港元 千港元    

深圳光啟超材料 採購穿戴式智能頭盔 
及其他材料 1,745 54,796    

附註：

本公司董事兼控股股東劉若鵬博士為深圳光啟超材料之控股股東。上述交易乃於本公
司的正常交易過程中進行，並按訂約各方共同議定的條款或根據相關協議的條款（倘合
適）收取費用。

除上文及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其他部分所披露者外，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
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概無其他關連方交易。

27 期後事項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後並無發生重大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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