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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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季度業績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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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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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下文統稱「本集團」）截
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季度期間」）及九個月（「九個月期間」）之未
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八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

未經審核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16,916 19,087 65,393 60,999

銷售成本 (9,372) (10,505) (38,087) (32,975)

毛利 7,544 8,582 27,306 28,024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1,532 7,852 7,002 2,189

銷售及分銷開支 (2,201) (2,117) (11,649) (12,573)

行政開支 (7,712) (10,415) (26,180) (29,060)

財務成本 (4) – (17) –

除稅前溢利╱（虧損） (841) 3,902 (3,538) (11,420)

所得稅抵免╱（開支） 4 40 59 (2,250) 655

期內溢利╱（虧損） (801) 3,961 (5,788) (10,765)

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其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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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4) (128) (1,292) (1,081)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1,214) (128) (1,292) (1,081)

期內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2,015) 3,833 (7,080) (11,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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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下列人士應佔溢利╱（虧損）：
本公司持有人 (801) 3,961 (5,788) (10,765)

非控股權益 – – – –

(801) 3,961 (5,788) (10,765)

下列人士應佔全面收入╱ 

（開支）總額：
本公司持有人 (2,015) 3,833 (7,080) (11,846)

非控股權益 – – – –

(2,015) 3,833 (7,080) (11,846)

每股盈利╱（虧損） 5

基本（每股港仙） (0.21) 1.02 (1.50) (2.7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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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值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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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並無應用於九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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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於各期間之營業額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旅遊媒體 10,238 13,045 46,746 43,514

財經雜誌 6,292 6,042 15,972 16,728

證券投資 – – – –

放債 386 – 2,675 757

16,916 19,087 65,393 60,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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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得稅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香港 – – – (231)

即期稅項－海外 (200) (211) (3,028) (525)

遞延稅項 240 270 778 1,411

40 59 (2,250) 655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九個月期間及二零一八年同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二零一八年：
16.5%）稅率計提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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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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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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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1) 3,961 (5,788) (10,765)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股 千股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就計算每股盈利╱（虧損）之普通股 

加權平均數 385,821 385,821 385,821 385,821

附註：

由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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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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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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益應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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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72,982 755 (31,193) 11,690 19,025 48,004 84,838 206,101 2,029 208,130

初步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9號之調整 – – – – – – (4,970) (4,970) – (4,970)

72,982 755 (31,193) 11,690 19,025 48,004 79,868 201,131 2,029 203,160

期內虧損 – – – – – – (10,765) (10,765) – (10,765)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 – – – – – (1,081) – (1,081) – (1,081)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 – – – – (1,081) (10,765) (11,846) – (11,846)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 72,982 755 (31,193) 11,690 19,025 46,923 69,103 189,285 2,029 191,314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72,982 755 (31,193) 11,690 19,025 47,418 51,243 171,920 2,029 173,949
初步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6號之調整 – – – – – – (16) (16) – (16)

72,982 755 (31,193) 11,690 19,025 47,418 51,227 171,904 2,029 173,933

期內虧損 – – – – – – (5,788) (5,788) – (5,788)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 – – – – – (1,292) – (1,292) – (1,292)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 – – – – (1,292) (5,788) (7,080) – (7,080)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72,982 755 (31,193) 11,690 19,025 46,126 45,439 164,824 2,029 166,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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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惟緊隨建議分派或派息當日後，本公司能於
正常業務過程中支付其到期之債務。

附註b：  根據適用於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不包括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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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並無來自外商
投資企業除稅後溢利，因此於兩個期間內並無進行有關轉撥。

7. 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九個月期間派發中期股息（二零一八年同期：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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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營業額及毛利

九個月期間之營業額為65,393,000港元，較二零一八年同期增加4,394,000港元或7%。
該增加乃主要由於旅遊媒體業務營業額增加。

九個月期間之毛利率維持於42%之穩定水平，而去年同期為46%。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於九個月期間，其他收入（收益淨額）為7,002,000港元，而二零一八年同期其他收入（收
益淨額）則為2,189,000港元。錄得大幅改善主要由於持作買賣投資公平值虧損大幅下
降。

銷售及分銷開支

於九個月期間，銷售及分銷開支減少7%至11,649,000港元，而二零一八年同期則為
12,573,000港元。有關減少主要由於有效的成本控制所致。

行政開支

於九個月期間，行政開支為26,180,000港元，而二零一八年同期則為29,060,000港元，
乃由於有效的成本控制所致。

所得稅

於九個月期間，本集團錄得所得稅開支2,250,000港元，而二零一八年同期為抵免
655,000港元。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於九個月期間，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約為5,788,000港元，而二零一八年同期
則為虧損10,765,000港元，乃主要由於其他收入（收益淨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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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旅遊媒體業務

於九個月期間，旅遊媒體業務錄得營業額46,746,000港元，較二零一八年同期的
43,514,000港元增加7%或3,232,000港元。此金額佔據本集團於九個月期間總營業額
的72%。

概覽

於經濟方面，受發達國家經濟放緩影響，全球經濟增長前景於上個季度有所減弱，
而中美之間曠日持久的貿易戰則使情況更加惡化。在韓國，與日本的貿易爭端在
一定程度上打壓了市場情緒。相比之下，在科技股強勁表現的支撐下，台灣市場出
現正回報。隨著示威的持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市場最為低靡。馬來西亞、新加坡
及泰國均呈現負回報且表現不佳。

旅遊相關行業表現仍舊疲軟，地區遊客到訪人數增長速度遠慢於二零一八年。東
盟內部地區遊客人數持續下滑，引致二零一九年的平均房費及入住率下跌。所有
該等因素均對TTG的業務造成直接影響，是由於潛在廣告商預期未來數月商業景
氣度低，因而削減廣告及促銷預算或控制廣告支出。

表現及營運

儘管在線及數字廣告營業額略微增長，但來自印刷廣告的營業額仍繼續承壓。整
體而言，儘管第三季度的溢利與去年同期持平，但該季度的營業額較去年同期減少。
營業額減少乃由於現時市場情緒及轉而採用科技及社交媒體作為營銷和促銷的替
換渠道所致。嚴格的節省成本措施為溢利水平與去年同期持平的主要原因。

首九個月之年度初起計（「年度初起計」）的營業額亦有所增長。年度初起計的銷售
營業額的增長是由於本集團於年初組織的名為ATF 2019的額外展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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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

於本季度，TTG獲委任為以下活動的重要業務合作夥伴及╱或官方媒體合作夥伴：

活動日期 委任╱活動

二零一九年十月一日至 

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
新加坡旅遊局（「新加坡旅遊局」）贊助TTG Maps  

and Guides。贊助函於二零一九年七月收取。*

二零二零年四月，新加坡 TTG獲委任為二零二零年MICE貿易展會於 

新加坡的官方媒體合作夥伴。TTG將於新加坡 

就此活動刊發獨家日報。

* TTG Maps and Guides再次由新加坡旅遊局贊助一年。該贊助將使TTG Asia地圖可在新加坡
旅遊局位於新加坡的所有遊客中心及其海外辦事處正式發佈。

本季度主要活動

TTG於第三季度舉辦了兩場B2B活動－在曼谷舉辦的亞洲獎勵旅遊暨會議展及亞
太國際商旅大會以及TTG年度旅遊大獎：

亞洲獎勵旅遊暨會議展及亞太國際商旅大會（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

亞洲獎勵旅遊暨會議展是領先的國際MICE活動，該活動透過專用平台吸引地區
及國際行業供應商及買家。亞洲獎勵旅遊暨會議展的獨特定位仍是作為亞太MICE

供應商最大型展覽展示的全球唯一活動。亞太國際商旅大會與亞洲獎勵旅遊暨會
議展在相同地點共同舉辦，其專注於公司旅遊業並致力培育旅遊及娛樂最佳實踐。

TTG年度旅遊大獎（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

自一九八九年以來，TTG旅遊大獎一直被視為亞太旅遊業的最高獎項。此聲名卓
著的年度活動為四類傑出組織及個人頒發榮譽，即旅遊供應商、旅行社、傑出成就
以及旅遊名人堂。該等獎項現時每年獲獎人數逾80人，被譽為該地區旅遊業最受
人矚目及最具影響力的獎項。每年均有若干業內頗負盛名的人士參加頒獎禮暨晚宴，
實乃眾星雲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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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項目

於本季度，TTG旅遊貿易出版完成三個特別項目：

• PATA Travel Mart日報
• 亞洲獎勵旅遊暨會議展展覽日報
• TTGmice指南

該等特別項目由編輯團隊處理，並由銷售及營銷團隊支援。承接該等項目乃為補
充TTG的核心出版權益而取得額外營業額。

公司發展

TTG現時的核心營業額主要來自出版以及來自出版、展會活動或活動管理的特別
項目。儘管展會活動業務當前表現不俗，但出版業務因科技進步為客戶的推廣及
促銷提供諸多可替換選擇及渠道而承受巨大壓力。

因此，於TTG內部削減產品組合對其長期經營業務能力至關重要。過去約九個月
以來，本集團投入時間及資源以將現有的B2B預訂平台 (Roomonger)從僅為酒店存
貨擴張及提升至包括B2B及B2C平台 (BookASEAN.com/Southeast-Asia.com)的活動
及組合。此兩個平台由10個東盟國家之國家旅遊組織的營銷委員會提供支持。

BookASEAN.com及Southeast-Asia.com基於10個東盟成員國目的地管理公司(DMC)所
提供跟團旅遊服務提供在線預訂服務，通過TTG多年以來建立的關係連接。平台連接
DMC及消費者，支持東盟DMC向全球消費者市場的拓展。平台亦令通過線上及線下
平台建立B2C合夥關係成為可能，旨在觸及目標分部。簡而言之，BookASEAN.com提
供遊客可直接向當地運營商預訂的東盟旅行服務。

該兩個預訂平台於近期在曼谷舉辦的亞洲獎勵旅遊暨會議展以及CTWAPAC活動
成功開始試運營。預期於東盟營銷委員會(ASEAN Marketing committee)二零二零年
一月在文萊舉辦ATF期間召開的新聞發佈會上正式發佈。

財經雜誌業務

該業務之營業額為15,972,000港元，佔本集團於九個月期間總營業額之24%。該業
務錄得毛利率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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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投資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持作買賣投資之總市值約為6,000,000港元。於九
個月期間，錄得公平值變動虧損約600,000港元。

放債業務

該業務之營業額為2,675,000港元，其佔本集團於九個月期間之總營業額之4%。

持作買賣投資

該兩大持作買賣投資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在市值方面之詳情如下：

截至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公司名稱 股份代號

於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之市值

佔本集團
資產總值
之比重

該等投資
公平值變動
之收益╱
（虧損） 已收股息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置業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736 3,712 1.69% 1,448 –

皓文控股有限公司 8019 1,412 0.64% (1,109) –

其他 1,302 0.59% (933) –

6,426 2.92% (5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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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概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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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證中擁有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予存置之登記冊的任何權益或淡倉，
或擁有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所載本公司董事進行買賣所規定標準須另
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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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
劵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存置之登記冊的權益及淡倉的該等人士（本公司董事及
最高行政人員除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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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 23.51% (L)

啓益控股有限公司（附註1） 90,695,125 (L) – 23.51% (L)

L－好倉

附註：

(1) 陳穎臻先生為啟益控股有限公司之股東（持有80%權益）、董事及最終實益擁有人。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獲悉有任何人士（本公
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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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須存置之登記冊的任何權益或淡倉。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
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競爭權益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董事會並不知悉各董事及彼等各自之緊
密聯繫人（定義見GEM上市規則）擁有與或可能與本集團業務競爭的任何業務或
權益及任何該等人士與或可能與本集團存在任何其他利益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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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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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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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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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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
日止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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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董事為：

執行董事：

周志華先生、王濤先生及楊興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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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