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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o Splendid Holdings Limited
中國華泰瑞銀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06）

第一季度業績公告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之特色

GEM之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之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之中小型公
司提供上市之市場。有意投資之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
過審慎周詳之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

由於GEM上市之公司一般為中小型公司，在GEM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
賣之證券承受更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GEM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
量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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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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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包括之資料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證券上市規則》（「GEM

上市規則」）之規定而提供有關中國華泰瑞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資料。本
公司之各董事願就本公告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
就彼等所知及所信，本公告所載之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完整且無誤導或欺
詐成份，及本公告並無遺漏其他事實致使本公告所載任何陳述或本公告產生誤導。



2

中國華泰瑞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公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季度期
間」）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八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未經審核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24,923 15,451
銷售成本 (15,362) (8,524)

毛利 9,561 6,927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7,324 (3,587)
銷售及分銷開支 (4,188) (2,460)
行政開支 (11,539) (9,782)

除稅前溢利╱（虧損） 1,158 (8,902)
所得稅抵免 4 179 441

期內溢利╱（虧損） 1,337 (8,461)

其他全面收入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9 1,250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9 1,250

期內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1,346 (7,211)

應佔溢利╱（虧損）：
本公司持有人 1,337 (8,461)
非控股權益 – –

1,337 (8,461)

應佔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本公司持有人 1,346 (7,211)
非控股權益 – –

1,346 (7,211)

每股盈利╱（虧損） 6
基本（港仙） 0.35 (2.19)

攤薄（港仙）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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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為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上市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GEM上市。

2.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惟若干金融工具以公允值
計量。編製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主要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
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時所採用者一致，惟本集團已採用新
發佈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準則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開始之年度期
間生效（誠如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披露）。

採用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令本集團之財務表現及財務狀況產
生重大變動。

本集團並無應用於季度期間尚未生效之任何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3. 營業額

本集團於季度期間之營業額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旅遊媒體 17,729 9,967

財經雜誌 5,288 5,110

證券投資 – –

放債 1,906 374

24,923 15,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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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得稅抵免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香港 – (231)
即期稅項－海外 (89) –
遞延稅項 268 672

179 441

香港利得稅已根據季度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二零一八年：16.5%）稅率
作出撥備。

源自其他司法權區之稅項乃根據相關司法權區之通用稅率計算。

5. 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就季度期間派付中期股息（二零一八年：無）。

6. 每股盈利╱（虧損）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虧損）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盈利╱（虧損） 1,337 (8,461)

（未經審核）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附註） 385,821 385,821

附註：

由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並無已發行之潛在攤薄
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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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儲備變動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商譽儲備
股本贖回

儲備 儲備金 匯兌儲備 保留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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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a） （附註a） （附註b）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八年 
一月一日（經審核） 72,982 755 (31,193) 11,690 19,025 48,004 84,838 206,101 2,029 208,130

期內虧損 – – – – – – (8,461) (8,461) – (8,461)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 – – – – 1,250 – 1,250 – 1,250

期內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 – – – – 1,250 (8,461) (7,211) – (7,211)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72,982 755 (31,193) 11,690 19,025 49,254 76,377 198,890 2,029 200,919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日（經審核） 72,982 755 (31,193) 11,690 19,025 47,418 51,243 171,920 2,029 173,949

期內溢利 – – – – – – 1,337 1,337 – 1,337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 – – – – 9 – 9 – 9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 9 1,337 1,346 – 1,346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72,982 755 (31,193) 11,690 19,025 47,427 52,580 173,266 2,029 175,295

附註a：  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二零一零年修訂本，經不時修訂），本公司股份溢價
及資本儲備可供撥作分派或派發股息予本公司股東，惟緊隨建議分派或派
息當日，本公司能於正常業務過程中支付到期之債務。

附註b：  根據適用於在中國成立之外商投資企業（「外商投資企業」）之相關法律及規
例，外商投資企業之若干溢利須轉撥至不可分派之儲備金內。轉撥至儲備金
之金額乃根據適用於中國企業之會計準則及財務規例（「中國企業會計準則」）
計算外商投資企業之除稅後溢利計算，不得低於除稅後溢利之10%。由於兩
個期間並無來自外商投資企業之除稅後溢利，因此於兩個期間內並無進行
有關轉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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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總營業額由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15,500,000港元增加9,400,000港元或60.6%至24,900,000港元。
該增加乃主要由於旅遊媒體業務產生的營業額增加所致。

本集團之毛利為9,600,000港元，較二零一八年同期的6,900,000港元增加2,700,000港
元或39.1%。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由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虧損3,600,000

港元改善至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收益7,300,000港元。該重大
增加乃主要由於季度期間收到的可供出售投資所得投資收入所致。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銷售及分銷成本增加1,700,000港元
至4,2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2,500,000港元），增加
68.0%。行政開支增加1,700,000港元至11,5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三個月：9,800,000港元），較二零一八年同期增加17.3%。

因此，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溢利為1,300,000港元，較二零一八年同期的本公司持有人
應佔虧損8,500,000港元上漲9,800,000港元。

業務回顧

旅遊媒體業務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旅遊媒體業務錄得營業額17,700,000港元，
較二零一八年同期之10,000,000港元增加77.0%或7,700,000港元。該金額佔本集團
於回顧期間總營業額之71.1%。

旅遊媒體業務錄得毛利6,400,000港元及毛利率36.2%。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三個月，該業務之分部溢利為4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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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二零一八年，國際旅遊遊客數量增長6%，達到14億人次，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的預
測提前兩年達致目標。二零一八年，亞太地區國際旅遊遊客達到343百萬人次，同
比增長6%。據世界旅遊及旅行理事會（World Travel & Tourism Council）的數據顯示，
二零一八年，全球旅遊業亦增長3.9%，對世界經濟的貢獻達到創紀錄的8.8萬億美元，
並創造了319百萬個就業崗位。

儘管全球旅遊業呈現積極增長趨勢，但由於可供選擇的媒體形式及媒體渠道激增，
TTG Asia Media於旅遊媒體領域的業務在營業額增長方面仍面臨諸多挑戰。TTG

為廣告商建立數字化解決方案的同時，亦給TTG的傳統印刷媒體帶來巨大壓力，
使TTG的收益來源發生巨大變化。

表現及營運

本季度，TTG的表現相當不錯。與去年同期相比，銷售營業額及淨利潤大幅提高。
該等增加可能由ATF展會管理項目所致，我們去年並無該項目。然而，本季度的總
收入及淨利潤仍略低於預期。形成差距的主要原因如下：

(1) 參展商在以往由其他活動主辦方組織的ATF中體驗不佳，導致參展商於ATF

展會所訂展位較預期為低。

(2) ATF的成本高於預算，TTG必須承擔該成本以使貿易展會取得圓滿成功。

(3) 來自出版及特別項目的內頁銷售營業額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

旅遊貿易出版業務於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完成三個成功的特別項目：

(1) 4期越南下龍灣ATF 2019活動畫報（二零一九年一月）

(2) 3期 ITB Berlin 2019活動畫報（二零一九年三月）

(3) 3期 IT&CM China 2019活動畫報（二零一九年三月）

展會分部於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完成三項成功的活動：

(1) 二零一九年一月的ATF 2019

(2) 二零一九年三月的中國上海 IT&CM China

(3) 二零一九年三月的中國上海CTW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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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

於本季度，TTG獲委任為一系列重要的全球、地區及國內旅遊展會活動的官方業
務及╱或媒體合作夥伴。其中包括二零一九阿拉伯國際旅遊展（Arabian Travel Mart 

2019）（ATM）、二零一九馬爾代夫旅遊展（Travel Trade Maldives 2019）（TTM）、二
零一九亞太酒店投資會議（Hotel Investment Conference Asia Pacific 2019）（HICAP）
以及HICAP Update 2019、二零一九上海國際旅遊展（ ITB China 2019）、二零一九
Mumbrella亞洲旅遊營銷峰會（Mumbrella Asia Travel Marketing Summit 2019）及
IMEX Frankfurt 2019。

本集團亦已建立以下媒體合作夥伴關係－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二零年亞太國際奢
華旅遊展（ILTM AP）（作為獨家旅遊媒體合作夥伴及聯合品牌補充發行人）；及
Further East 2019 (FE)（於展會上作為TTG Asia奢侈品牌獨家分銷活動的獨家媒體
合作夥伴）。

公司發展

TTG Asia正在籌備二零一九年的成立45週年慶典活動。本集團已獲得為TTG Asia

發行45週年大特刊的業務，包括推出特別廣告項目，例如購物優惠及社論式廣告寫
作。此項大特刊的延長發行時間為二零一九年五月至年底，預計將吸引更多廣告
客戶。大特刊的推出日期與旅遊大獎投票期同步舉行，預計將從高峰廣告季中受益。

財經雜誌業務

該業務之營業額為5,300,000港元，佔本集團於回顧期間總營業額之21.3%。於回顧
期間，該業務之分部虧損為3,500,000港元，此乃主要由於屬非現金性質之無形資產
之攤銷費用1,600,000港元所致。

證券投資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作買賣投資之總市值約為8,100,000港元並
錄得公允值收益約1,100,000港元。

放債業務

該業務營業額為1,900,000港元，佔本集團於季度期間總營業額的7.6%。



9

重大投資

就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的市值而言，前兩項持作買賣投資詳情如下：

截至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於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之市值

佔本集團
總資產
之比例

投資之
公允值

收益╱（虧損） 已收股息
千港元 % 千港元 千港元

公司名稱（股份代號）
中國置業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736) 3,078 1.33% 815 –

皓文控股有限公司 (8019) 2,672 1.16% 151 –

其他 2,337 1.02% 102 –

8,087 3.51% 1,068 –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
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概無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
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
份或債權證中擁有任何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入所存置登記冊之權益
或淡倉，或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條至第5.67條所載本公司董事進行交易的規
定準則須另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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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本公司須予存置的
登記冊所記錄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及淡倉的該等人士（本公司董
事及最高行政人員除外）詳情如下：

於本公司普通股之好倉

姓名╱名稱 股份數目
相關

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

股本百分比

陳穎臻（附註1） 90,695,125 – 23.51%

啓益控股有限公司（附註1） 90,695,125 – 23.51%

附註1：  陳穎臻先生為啓益控股有限公司之主要股東（擁有80%權益）兼董事。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並無獲任何人士（董事或
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除外）知會於本公司之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記錄於本公司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存置之登記冊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競爭權益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董事會並不知悉與或可能與本集團業
務競爭的任何業務或各董事及彼等各自之緊密聯繫人士（定義見GEM上市規則）
的權益及該等人士與或可能與本集團的任何其他利益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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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規顧問之權益

根據聯交所GEM上市委員會的指示，本公司已持續委任中毅資本有限公司為獨立
合規顧問（「合規顧問」），以就遵守GEM上市規則事宜進行諮詢，為期兩年，自二
零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起生效。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據合規顧問告知，
除本公司與合規顧問訂立的合規顧問協議外，合規顧問或其任何董事、僱員或緊
密聯繫人士（定義見GEM上市規則）概無於本集團中擁有根據GEM上市規則第
6A.32條須知會本公司的任何權益。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及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

代表董事會 

中國華泰瑞銀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周志華

香港，二零一九年五月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周志華先生、王濤先生及楊興安先生，以及獨
立非執行董事楊淑顏女士、王慶玲女士及李艷華女士。

本公告將於刊登日期起計至少一連七天於GEM網站www.hkgem.com之「最新公司
公告」網頁及本公司網站www.sinosplendid.com內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