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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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ke Limited
映客互娛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700）

截至 2 0 1 8年 1 2月 3 1日止年度之
年度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8年 2017年 同比變動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流動資產總額 3,155,381 2,335,387 35.1
非流動資產總額 1,059,452 318,683 232.4
總資產 4,214,833 2,654,070 58.8
收益 3,860,593 3,941,596 (2.1)
銷售成本 (2,555,182) (2,545,854) 0.4
毛利 1,305,411 1,395,742 (6.5)
銷售及推廣開支 (462,210) (344,154) 34.3
研發開支 (235,465) (193,242) 21.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利潤╱（虧損）(1) 1,102,611 (239,412) 不適用
年內利潤╱（虧損） 1,100,946 (239,509) 不適用
(1) 本公司所示年度利潤╱（虧損）主要來自附有優先權的金融工具非經常公平值收益╱（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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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摘要

下表載列本公司直播平台的主要經營數據：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8年 2017年 同比變動*
   

（千人，百分比除外）

每月平均活躍用戶(1) 25,487 22,694 12.3%
   

附註：
* 同比變動%指即期報告期間與去年同期之間的比較。
(1) 主要經營數據源於映客APP，未包括本公司的新應用。

映客互娛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股份自2018年7月12日（「上市日期」）起在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18年12月
31日止年度（「報告期間」）的綜合年度業績（「年度業績」）。年度業績已經本公司審核委
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

業務回顧及展望

概覽

2018年，中國活躍移動智能設備數量持續增長。特別是，三四線及以下城市的移動互聯
網活動發展尤為迅猛。隨著4G網絡日益普及，移動互聯網用戶的使用場景快速增加，用
戶的整體使用時間亦大幅增加。

移動互動娛樂行業內外競爭激烈，已進入穩步發展階段，日益集中，且行業領導者之間
的競爭亦愈來愈激烈。行業競爭格局漸趨穩定。面對激烈的競爭，本公司繼續秉承「讓
快樂更簡單」的使命及「讓娛樂視頻化」的願景，加快產品創新迭代的步伐，穩定投資研
發，為用戶提供更豐富、更優質的互動娛樂體驗。過去一年，映客App新增多人直播間、
直播對戰及語音直播等功能，並舉辦櫻花女神、歌手的誕生及先聲奪人等大型線上及線
下活動。

同時，本公司繼續致力透過創新豐富產品組合，並繼續根據不同垂直及三四線及以下城
市用戶需求推出或孵化新產品，包括面向三四線城市用戶的種子視頻以及線上音頻互
動產品音泡。通過不斷的產品創新與發展，相信本公司能夠獲得增長並提升擴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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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本公司錄得總收益人民幣3,860.6百萬元，其中直播所得收益人民幣3,729.1百萬
元，網上廣告所得收益人民幣121.7百萬元及其他收益來源所得收益人民幣9.8百萬元。
與2017年相比，本公司總收益與直播收益分別略微降低2.1%及4.9%，而2018年網上廣告
收益則大幅增長442.2%，主要是由於本公司創新產品所致。2018年，本公司純利及經調
整純利分別為人民幣1,100.9百萬元及人民幣596.3百萬元。2018年，本公司的每月平均活
躍用戶為25.5百萬人，較2017年的每月平均活躍用戶高12.3%。

2018年12月31日，本公司的流動資產為人民幣3,155.4百萬元，其中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
人民幣849.6百萬元，於三個月至一年內到期的定期存款為人民幣836.3百萬元及按公平
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為人民幣937.0百萬元（主要指浮動利率保本型結構性存款及對理
財產品進行的短期投資人民幣926.3百萬元）。2018年12月31日，本公司的非流動資產為
人民幣1,059.5百萬元，其中於一年後到期的定期存款為人民幣500.0百萬元及按公平值計
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為人民幣257.0百萬元（主要包括對一家信託公司的長期理財產品投資
人民幣200.5百萬元）。

此外，2018年7月12日，本公司順利完成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的首次公開發
售，成為本公司追求提升資本、管理水平及競爭優勢的又一里程碑，並為本公司日後擴
張及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2019年業務展望

2019年，本集團會繼續實施以下增長策略，進一步鞏固在中國移動互動娛樂行業的領先
地位：

‧ 拓展業務及供應多元產品。本集團推行「直播+」及「互動娛樂及社交」策略，進一步豐
富業務及產品形態滿足用戶娛樂需求。具體而言，本集團計劃(i)將流行的娛樂活動
以移動直播形式在網上呈現；及(ii)繼續開發已超越初始產品建模階段的新獨立應用
（如種子視頻及音泡），並推出基於不同地區（如三四線城市或海外市場）用戶不同娛
樂需求的新產品。

‧ 拓展用戶基礎及提高用戶挽留比率。本集團計劃通過(i)吸引人才及開展團隊培訓以
提高銷售及營銷團隊的效率，進一步優化銷售及營銷戰略以及提高用戶獲取渠道的
效率；(ii)聯合線上線下推廣活動以增加品牌影響力、覆蓋率及用戶參與度；(iii)開
創產品新特色及新功能以提升用戶互動娛樂體驗及改善直播用戶關係；及(iv)依賴本
集團產品矩陣及建立核心戰略及能力以進一步滲透中國三線及以下城市，繼續拓展
用戶基礎及提高用戶挽留比率。

‧ 進行技術投資，提升用戶體驗。本集團將繼續開發技術，進一步探索用戶行為及需
求。具體而言，本集團計劃(i)投資低延時數據傳輸技術、人工智能技術及其他技術，
為開發及最終採用5G技術做準備以及為用戶提供一流的移動端直播體驗和更多實時
互動場景；及(ii)透過持續投資研發保持技術優勢。

‧ 尋求拓展海外市場的機會。本集團認為海外移動互動娛樂市場（尤其是擁有龐大人
口、移動技術及硬件正快速發展的地區）可提供具吸引力的機會。因此，本集團計劃
拓展海外市場機會，並相應成立新產品團隊。

‧ 尋求策略投資與收購機會。在資本儲備健全的前提下，本集團計劃於2019年透過選
擇性策略投資與收購優化生態系統。本集團將繼續密切關注泛娛樂行業具備高增長
潛力及與現有平台有良好協同效應的經營者，同時亦於海外互動娛樂市場尋求投資
及收購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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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下表為所示年度本集團合併綜合收入表的摘要，所列項目為絕對金額及佔本集團總收
益的百分比，以及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至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變動（以百
分比表示）：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8年 2017年 同比變動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
（除百分比及每股數據外，以千計）

合併綜合收入表
收益 3,860,593 100.0 3,941,596 100.0 (2.1)
銷售成本 (2,555,182) (66.2) (2,545,854) (64.6) 0.4

     

毛利 1,305,411 33.8 1,395,742 35.4 (6.5)
銷售及推廣開支 (462,210) (12.0) (344,154) (8.7) 34.3
行政開支 (144,554) (3.7) (95,963) (2.4) 50.6
研發開支 (235,465) (6.1) (193,242) (4.9) 21.8
其他收益淨額 34,020 0.9 37,585 1.0 (9.5)
其他收入 136,726 3.5 71,214 1.8 92.0

     

經營利潤 633,928 16.4 871,182 22.1 (27.2)
     

財務收入淨額 28,076 0.7 10,599 0.3 164.9
     

應佔按權益法入賬之
　投資虧損 (3,083) (0.1) (1,510) — 104.2
附有優先權的金融工具
　公平值收益╱（虧損） 514,844 13.3 (1,031,485) (26.2) —

     

除所得稅前利潤╱（虧損） 1,173,765 30.4 (151,214) (3.8) —
所得稅開支 (72,819) (1.9) (88,295) (2.2) (17.5)

     

年內利潤╱（虧損） 1,100,946 28.5 (239,509) (6.1) —
     

其他綜合收入╱（虧損）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
　損益之項目：
貨幣換算差額 32,334 0.8 (686) — —

     

年內其他綜合收入╱（虧損）
　（扣除稅項） 32,334 0.8 (686) — —

     

以下各項應佔利潤╱（虧損）：
— 本公司擁有人 1,102,611 28.6 (239,412) (6.1) —
— 非控股權益 (1,665) — (97) — 1,616.5

     

1,100,946 28.5 (239,509) (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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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8年 2017年 同比變動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
（除百分比及每股數據外，以千計）

以下各項應佔綜合
　收入╱（虧損）總額：
— 本公司擁有人 1,134,945 29.4 (240,098) (6.1) —
— 非控股權益 (1,665) — (97) — (1,616.5)

     

綜合收入╱（虧損）總額 1,133,280 29.4 (240,195) (6.1)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每股盈利╱（虧損）
　（以每股人民幣列示）
—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0.78 (0.29)
—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0.31 (0.29)

收益

本集團收益由2017年的人民幣3,941.6百萬元略微降低至2018年的人民幣3,860.6百萬元，
主要是由於中國直播行業的競爭加劇。2018年收益人民幣3,860.6百萬元中，直播所得收
益為人民幣3,729.1百萬元，網上廣告所得收益為人民幣121.7百萬元。與2017年相比，本
公司總收益與直播收益分別略微降低2.1%及4.9%，而2018年網上廣告收益則大幅增長
442.2%，主要是由於本公司的創新產品所致。

銷售成本

本集團銷售成本由2017年的人民幣2,545.9百萬元略增0.4%至2018年的人民幣2,555.2百萬
元，大致持平。本集團銷售成本佔收益的百分比由2017年的64.6%升至2018年的66.2%，
主要是由於收益略減而與本集團主播之間的收入分成增加。

毛利及毛利率

因上文所述，本集團的毛利由2017年的人民幣1,395.7百萬元減少6.5%至2018年的人民幣
1,305.4百萬元，毛利率由2017年的35.4%降至2018年的33.8%。

銷售及推廣開支

本集團的銷售及推廣開支由2017年的人民幣344.2百萬元增加34.3%至2018年的人民幣462.2
百萬元，主要是由於本公司致力推廣新產品。具體而言，本公司為推廣其開發的新產品
產生銷售及推廣開支人民幣136.0百萬元。本集團銷售及推廣開支佔收益的百分比由2017
年的8.7%增至2018年的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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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由2017年的人民幣96.0百萬元增加50.6%至2018年的人民幣144.6百萬
元，主要是由於本集團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相關的上市開支及以股份為基礎的薪酬開
支。行政開支佔本集團收益的百分比由2017年的2.4%增至2018年的3.7%。

研發開支

本集團的研發開支由2017年的人民幣193.2百萬元增加21.8%至2018年的人民幣235.5百萬
元，主要是由於本公司為開發新功能及特色吸引及留住付費用戶而進一步加大研發投
入，以及研發人員的數量及平均工資增加導致向其支付的薪酬福利增加。研發開支佔本
集團收益的百分比由2017年的4.9%增至2018年的6.1%。

其他收益淨額

本集團其他收益由2017年的人民幣37.6百萬元減少9.5%至2018年的人民幣34.0百萬元，主
要是由於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的公平值收益減少，惟因就申索及法律程序計
提的撥備減少抵銷所致。

其他收入

本集團其他收入由2017年的人民幣71.2百萬元增加92.0%至2018年的人民幣136.7百萬元，
主要是由於本集團自當地政府收取的政府補助增加。

經營利潤

因上文所述，本集團經營利潤由2017年的人民幣871.2百萬元減少27.2%至2018年的人民
幣633.9百萬元。本集團經營利潤佔收益的百分比由2017年的22.1%降至2018年的16.4%。

財務收入淨額

本集團的財務收入淨額由2017年的人民幣10.6百萬元增加164.9%至2018年的人民幣28.1百
萬元，主要是由於本集團的定期存款所得收入增加。

應佔按權益法入賬之投資虧損

本集團應佔按權益法入賬之投資虧損由2017年約人民幣1.5百萬元增加104.2%至2018年約
人民幣3.1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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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有優先權的金融工具公平值收益╱（虧損）

本集團2018年錄得附有優先權的金融工具公平值收益約人民幣514.8百萬元，2017年錄得
附有優先權的金融工具公平值虧損約人民幣1,031.5百萬元，主要是由於該等金融工具的
估值變動。

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的所得稅開支由2017年的人民幣88.3百萬元減少17.5%至2018年的人民幣72.8百萬
元，主要是由於2018年應課稅純利減少。

年內利潤╱（虧損）

因上文所述，本集團2018年錄得年內利潤人民幣1,100.9百萬元，2017年錄得年內虧損人
民幣239.5百萬元。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量

為補充本集團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呈列的合併年度財務報表，
本集團亦採用經調整純利作為其他財務計量。本集團經調整純利撇銷附有優先權的金
融工具非現金公平值收益╱虧損及以股份為基礎的報酬開支的影響。下表載列所示年
度經調整純利的對賬：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千元）

年內利潤╱（虧損） 1,100,946 (239,509)
　加：附有優先權的金融工具非現金
　　公平值（收益）╱虧損(1) (514,844) 1,031,485
　加：以股份為基礎的非現金報酬開支(2) 10,157 —

  

經調整純利(3) 596,259 791,976
  

(1) 指附優先權的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
(2) 指透過僱員股份計劃向若干僱員提供以股份為基礎的報酬利益。
(3) 為補充我們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呈列的合併財務報表，我們亦採用經調整純利作為其他財務計量。我們呈

列該項財務計量乃因為我們的管理層使用該項財務計量評估我們的經營表現。我們亦相信，該項非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計量將為投資者及其他人士提供有用資料，以按我們管理層的方式了解及評估我們的經營業績，並
對比各會計期間的財務業績及我們同業公司的財務業績。經調整純利乃使用年內利潤╱（虧損）計算，再加回
以股份為基礎的非現金報酬開支及附有優先權的金融工具非現金公平值收益╱（虧損）。經調整純利一詞並非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界定。由於經調整純利並不包括影響我們年度純利╱虧損淨額的所有項目，故採用經
調整純利作為分析工具有重大限制。

流動資金及資本來源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主要通過經營活動所得現金為營運提供資金。本集
團擬借助內部資源及通過自身可持續增長和全球發售餘下所得款項淨額為擴張及業務
營運提供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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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於2018年12月31日，本集團有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人民幣849.6百萬元（2017年12月31日：人
民幣2,182.8百萬元），主要包括銀行現金。人民幣849.6百萬元中約人民幣414.8百萬元以
人民幣計值，約人民幣434.8百萬元以其他貨幣（主要為美元）計值。本集團目前並不對
沖以外幣進行的交易。

結構性存款及理財產品

2018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短期理財產品及結構性存款投資總額為人民幣1,126.8百萬元
（2017年12月31日：零），主要指浮動利率保本型結構性存款及對理財產品進行的短期投
資人民幣926.3百萬元。

除短期投資結構性存款及理財產品外，本集團亦於2018年7月5日對一家信託公司的長期
理財產品投資人民幣200.5百萬元。該長期理財產品，回報率較高，按季度支付投資收
入。

短期結構性存款及理財產品的投資考慮了（其中包括）風險水平、投資回報、流動性及到
期時間等因素，旨在管理財資，最大化本公司未動用資金的回報。投資前，本公司亦確
保投資該等金融產品後餘下的營運資金足以應對本集團的業務需求、經營活動及資本開
支。結構性存款及理財產品風險較低，符合本集團的內部風險管理、現金管理及投資政
策。此外，結構性存款及理財產品到期時間較短或贖回期限靈活。根據相關會計準則，
結構性存款及理財產品入賬列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鑑於該等金融產品具備在低息趨勢下產生高於活期儲蓄或定期存款利率之回報的優勢，
加上前述短期投資及長期投資的組合，本公司董事認為該等金融產品為本集團帶來的
風險極低，且各項認購的條款及條件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借款

2018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任何短期或長期銀行借款，亦無尚未償還、已動用或未動
用的銀行融資（2017年12月31日：有約人民幣14.1百萬元的借款）。

有息負債比率

2018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有息債務，有息負債比率為零。

資本開支

2018年，本集團的資本開支約為人民幣10.9百萬元（2017年：約人民幣75.0百萬元），主要
用於收購物業、設備及無形資產。本集團使用經營產生的現金流量為資本開支提供資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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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及擔保

2018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未入賬的重大或然負債、擔保或任何針對本集團的訴
訟。

重大投資、收購及出售

須予披露交易 — 收購在中國長沙的土地使用權

2018年9月13日，本公司聯繫人湖南映客置業以人民幣490.2百萬元成功競拍長沙一幅土
地的土地使用權。土地的預算開發總成本估計為約人民幣768.0百萬元，不包括土地收
購成本。本集團將承擔51%的收購成本及開發成本，餘下49%由長沙龍湖房地產開發有
限公司承擔。長沙龍湖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是長沙領先房地產開發商，與本集團合作開
發該地塊。

須予披露交易 — 金融產品認購事項

於2018年11月20日及2018年11月23日，映客互娛有限公司的可變權益實體北京蜜萊塢網
絡科技有限公司認購三項本金總額為人民幣732.0百萬元的招商銀行金融產品。有關詳
情請參閱2018年11月23日刊發的公告。

除上文所述者外，本集團於報告期間概無任何其他重大的附屬公司、聯營公司或合營企
業收購及出售事項。

僱員及員工成本

2018年12月31日，本集團共有937名全職僱員，主要位於中國內地。具體而言，240名僱
員負責本集團的業務營運、30名負責銷售及營銷、150名負責內容監控、33名負責客戶
服務、364名負責技術及研發及120名負責一般及行政職能。

股息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並無向股東宣派或派發任何股息。



10

財務資料

合併綜合收入表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附註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3 3,860,593 3,941,596
銷售成本 4 (2,555,182) (2,545,854)

  

毛利 1,305,411 1,395,742
銷售及推廣開支 4 (462,210) (344,154)
行政開支 4 (144,554) (95,963)
研發開支 4 (235,465) (193,242)
其他收益淨額 34,020 37,585
其他收入 136,726 71,214

  

經營利潤 633,928 871,182
  

財務收入淨額 28,076 10,599

應佔按權益法入賬之投資虧損 (3,083) (1,510)
附有優先權的金融工具公平值收益╱（虧損） 514,844 (1,031,485)

  

除所得稅前利潤╱（虧損） 1,173,765 (151,214)
所得稅開支 5 (72,819) (88,295)

  

年內利潤╱（虧損） 1,100,946 (239,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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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附註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其他綜合收入╱（虧損）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貨幣換算差額 32,334 (686)

  

年內其他綜合收入╱（虧損）（扣除稅項） 32,334 (686)
  

綜合收入╱（虧損）總額 1,133,280 (240,195)
  

以下各項應佔利潤╱（虧損）：
— 本公司擁有人 1,102,611 (239,412)
— 非控股權益 (1,665) (97)

  

1,100,946 (239,509)
  

以下各項應佔綜合收入╱（虧損）總額：
— 本公司擁有人 1,134,945 (240,098)
— 非控股權益 (1,665) (97)

  

1,133,280 (240,195)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
　每股盈利╱（虧損）（以每股人民幣列示）
—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6 0.78 (0.29)
—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6 0.31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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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31日合併資產負債表

12月31日
 

附註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7,876 33,865
無形資產 67,544 62,562
按權益法入賬之投資 197,488 175,071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256,988 40,430
遞延所得稅資產 4,121 1,320
定期存款 500,000 —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其他資產 5,435 5,435

  

非流動資產總額 1,059,452 318,683
  

流動資產
存貨 1,496 107
應收賬款 8 53,007 42,861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937,040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49,629 2,182,777
定期存款 836,320 —
受限制現金 28,386 8,800
其他應收款項、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資產 449,503 100,842

  

流動資產總額 3,155,381 2,335,387
  

總資產 4,214,833 2,654,070
  

權益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股本 13,623 —
其他儲備 4,113,873 166,424
累計虧損 (653,343) (1,755,954)

  

3,474,153 (1,589,530)
非控股權益 (1,299) 366

  

總權益 3,472,854 (1,589,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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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
 

附註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附有優先權的金融工具 9 — 3,373,353
遞延稅項負債 5,509 1,750

  

非流動負債總額 5,509 3,375,103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1 513,933 625,897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67,513 113,034
當期所得稅負債 958 2,713
合約負債 143,710 85,468
撥備 8,800 8,800
借款 — 14,090
其他流動負債 1,556 18,129

  

流動負債總額 736,470 868,131
  

總負債 741,979 4,243,234
  

權益及負債總額 4,214,833 2,654,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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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權益變動表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其他儲備 累計虧損 小計 非控股權益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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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31日的
　結餘 — 166,424 (1,755,954) (1,589,530) 366 (1,589,164)

      

匯總利潤
年內利潤╱（虧損） — — 1,102,611 1,102,611 (1,665) 1,100,946
貨幣換算差額 — 32,334 — 32,334 — 32,334

      

年內匯總利潤總額 — 32,334 1,102,611 1,134,945 (1,665) 1,133,280
      

與擁有人以其擁有人
　身份進行的
　交易總額
發行新普通股 2,304 1,137,911 — 1,140,215 — 1,140,215
轉換優先股 6 2,858,503 — 2,858,509 — 2,858,509
資本化發行 11,313 (11,313) — — — —
股份發行成本 — (65,737) — (65,737) — (65,737)
以股份為基礎的
　薪酬開支 — 10,157 — 10,157 — 10,157
就僱員股份計劃 
　購買股份 — (14,406) (14,406) — (14,406)

      

與擁有人以其擁有人
　身份進行的
　交易總額 13,623 3,915,115 — 3,928,738 — 3,928,738

      

於2018年12月31日的
　結餘 13,623 4,113,873 (653,343) 3,474,153 (1,299) 3,472,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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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其他儲備 累計虧損 小計 非控股權益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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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31日的
　結餘 — 167,110 (1,516,542) (1,349,432) — (1,349,432)

      

匯總虧損
年內虧損 — — (239,412) (239,412) (97) (239,509)
貨幣換算差額 — (686) – (686) — (686)

      

年內匯總虧損總額 — (686) (239,412) (240,098) (97) (240,195)
      

與擁有人以其擁有人
　身份進行的
　交易總額
業務合併 — — — — 463 463

      

與擁有人以其擁有人
　身份進行的
　交易總額 — — — — 463 463

      

於2017年12月31日的
　結餘 — 166,424 (1,755,954) (1,589,530) 366 (1,589,164)

      



16

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映客互娛有限公司於2017年11月24日根據開曼群島法例第22章公司法（1961年第3號
法例，經綜合及修訂）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註冊辦事
處位於PO Box 309, Ugland House, Grand Cayman KY1-1104, the Cayman Islands。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本集團主要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經營直播平台及提
供廣告服務（「上市業務」）。

奉佑生先生（「奉先生」）、廖潔鳴女士及侯廣凌先生為本集團創辦人。

於本公司註冊成立及重組（「重組」）完成前，上市業務主要由北京蜜萊塢網絡科技有
限公司（「北京蜜萊塢」）及其附屬公司經營。為籌備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上市」）而進行的重組於2018年2月14日完成。

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主板的首次公開發售（「首次公開發售」）於2018年7月12日完成，
以發售價每股3.85港元發行302,340,000股每股面值0.001美元的新股。

2018年7月26日，本公司以每股3.85港元的價格悉數行使首次公開發售的超額配股權
後額外發行每股面值為0.001美元的45,351,000股新股。

除非另有指明，該等財務報表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

2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2.1 編製基準

(i) 遵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公司條例

本集團合併財務報表根據所有適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第622章香港公司條例（「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及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編製。

編製符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合併財務報表須作出若干重要會計估計，亦
需要管理層在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過程中作出判斷。

(ii) 歷史成本法

本集團合併財務報表按照歷史成本法編製，惟若干按公平值入賬的金融資
產及金融負債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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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會計政策變更

(a) 本集團採納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 已頒佈多項新訂及經修訂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

以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以及年度改進由本集團於自2018年1月1日開始的財政年
度首度採納: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2014年至2016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2號「外幣交易及預付代價」

除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外，於自2018年1月1日
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修訂本) 對本集團合併財務報表並無
重大影響。

本集團自2018年1月1日起採用修改追溯法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即採納的累積影響 (如有) 將於截至2018年1月1日的累計
虧損確認，比較數據不予重列。據本集團評估，2018年1月1日的累計虧損於採
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後並無調整。

(i)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

本集團自2018年1月1日起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導致會計政策變更。
本公司已評估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對財務報表的影響，且未對財務報
表中確認的金額作出調整。

已售但尚未被用戶消費的虛擬貨幣及遞延政府補貼之前一併呈列於遞延收益，
但現時單獨呈列於合約負債及其他流動負債，以反映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的術語及不同性質。對本集團於2018年1月1日之資產負債表的影響如下︰

2017年
12月31日
（經審核）

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
第15號

2018年
1月1日

（經重列）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合約負債 — 85,468 85,468
遞延收益 103,597 (103,597) —
其他流動負債 — 18,129 18,129

   

總負債 103,597 — 103,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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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取代了與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確認、分類及計量、
金融工具的終止確認、金融資產減值及對沖會計相關的國際會計準則 (「國際
會計準則」) 第39號的規定。

本集團自2018年1月1日起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導致會計
政策變更。本公司已評估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對財務報表的影響，且
未對財務報表中確認的金額作出調整。

本集團有兩類金融資產須遵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新預期信貸虧損模式︰

• 貿易應收款項，及

• 其他應收款項。

本集團須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該等資產類別各自之減值方法。減
值方法變動對本集團累計虧損及權益的影響並不重大。

儘管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亦須遵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減值規定，惟已識
別減值虧損並不重大。

(b) 尚未採納的新訂準則及修訂本

部分新訂準則及準則修訂本已頒佈，但自2018年1月1日起年度期間尚未生效。
編製該等合併財務報表時並無提前採納該等新訂準則及修訂本。

於下列
日期或之後
開始的年度
期間生效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2019年1月1日
詮釋第23號 「所得稅不確定性的會計處理」 2019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修訂本） 

「提早還款特性及負補償」 2019年1月1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
　（修訂本）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的
　長期投資」

2019年1月1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
　（修訂本） 

「計劃修訂、縮減或結算」 2019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 2019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
　（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
　合營企業之間的資產出售或
　注資」

日期待定

除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外，上述新訂準則及詮釋對本集團合併財務報表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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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重大影響。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於2016年1月頒佈。由於已移除經營租賃與融資租賃
之間的區別，因此絕大部分租賃於資產負債表確認。根據新訂準則，資產 (使
用租賃項目的權利) 及支付租金的金融負債被確認。唯一的例外情況為短期及
低價值租賃。出租人會計處理無重大變動。

該準則將主要影響本集團經營租賃的會計處理。於報告日期，本集團的不可撤
銷經營租賃承擔為人民幣37,516,000元，其中租賃承擔人民幣28,306,000元於一
年內到期。然而，本集團預期日後初步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會導致使
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增加，惟不大可能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本
集團亦預期對本集團財務表現的淨影響（租賃負債所產生利息開支與使用權資
產攤銷的匯總與根據現有準則釐定的租賃開支比較）不會重大。

該準則於2019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報告期間內的首個中期期間強制生
效。本集團不擬於生效日期前採納該準則。

3 收益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直播 3,729,101 3,919,000
網絡廣告 121,646 22,435
其他 9,846 161

  

3,860,593 3,941,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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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性質分類的費用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主播費 2,285,083 2,212,688
宣傳及廣告開支 430,656 323,397
僱員福利開支 282,367 227,823
帶寬及伺服器託管費 90,588 122,045
外包開發成本 62,889 55,645
付款手續費 54,007 97,341
上市開支 30,727 —
稅項及附加費 29,447 24,258
差旅、娛樂及一般辦公室開支 26,206 23,760
內容及版權費 24,003 24,407
技術支援及專業服務費 20,163 26,926
經營租賃租金 18,904 20,475
無形資產攤銷 16,189 8,524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5,484 9,463
核數師酬金
— 核數服務 6,000 —
— 非核數服務 391 —
其他開支 4,307 2,461

  

3,397,411 3,179,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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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開支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當期稅項：
年內利潤當期稅項 74,060 80,840

  

當期稅項開支總額 74,060 80,840
  

遞延所得稅：
遞延稅項資產（減少）╱增加 (2,801) 7,455
遞延稅項負債（增加）╱減少 1,560 —

  

遞延稅項（利益）╱開支總額 (1,241) 7,455
  

所得稅開支 72,819 88,295
  

6 每股盈利╱ (虧損) 

(a) 每股基本盈利╱ (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 (虧損) 按︰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 (虧損) (不包括支付普通股以外權益的任何成本) 

• 除以財務年度內已發行普通股 (不包括就僱員股份計劃持有的股份 (附註
10)) 加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8年 2017年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虧損）
　（人民幣千元） 1,102,611 (239,412)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1,412,996 839,914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
　（虧損）（以每股人民幣列示） 0.78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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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每股攤薄盈利╱ (虧損)

每股攤薄盈利按釐定每股基本盈利所用數據並計及以下項目後調整︰

• 與潛在攤薄普通股相關的利息及其他財務成本的除所得稅後影響;及

• 已發行額外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假定潛在攤薄普通股全部轉換)。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8年 2017年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虧損）
　（人民幣千元） 1,102,611 (239,412)
減︰附有優先權的金融工具公平值收益
　　（人民幣千元） (514,844) —

  

用於釐定每股攤薄盈利╱（虧損）的淨利潤╱（虧損）
　（人民幣千元） 587,767 (239,412)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1,412,996 839,914
加︰優先股轉換調整（千股） 461,778 —
加︰授予僱員的受限制股份單位調整（千股） 569 —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
　（虧損）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1,875,343 839,914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以每股人民幣列示） 0.31 (0.29)
  

(c) 有關證券分類之資料

(i) 資本化發行

2018年7月12日，根據首次公開發售，每股普通股拆細為1,000股股份 (「資
本化發行」) 。已就資本化發行追溯調整兩個年度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
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ii) 假定轉換附有優先權的金融工具

每股攤薄盈利按假定潛在攤薄普通股全部轉換而調整的已發行普通股加權
平均數計算。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唯一的潛在攤薄普通股為附有
優先權的金融工具。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由於本集團錄得虧損，
本集團附有優先權的金融工具具反攤薄影響。因此，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
基本虧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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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

按附註10所披露，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根據受限制股份單
位計劃授出27,469,214個受限制股份單位。所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為潛在
攤薄普通股，釐定每股攤薄盈利時按潛在普通股計入。

7 股息

截至2018年及2017年12月31日止各年度，本公司概無支付或宣派股息。

8 應收賬款

本集團授予大部分債務人介乎一至三個月的信貸期。基於發票日期的應收賬款賬齡
分析如下：

12月31日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賬款
— 三個月以內 52,610 36,104
— 三至六個月 130 2,540
— 六個月至一年 267 4,217

  

53,007 42,861
  

9 附有優先權的金融工具

2018年7月12日，附有優先權的金融工具均於首次公開發售時自動轉換為普通股。
2018年7月12日，附有優先權的金融工具公平值變為人民幣2,858,509,000元，乃按轉
換當日普通股市場報價釐定。

10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受限制股份單位（「受限制股份單位」）

根據董事會於2018年11月18日通過的決議案，本公司制定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受
限制股份單位計劃」），旨在透過向僱員提供擁有本公司股權的機會，激勵彼等為本
集團貢獻，吸引、激勵及挽留技術嫻熟且經驗豐富的人才為本集團未來發展及擴張
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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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

2018年11月18日，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的27,469,214個受限制股份單位向僱員授
出。受限制股份單位僅於僱員仍任職於本集團時歸屬。除非根據受限制股份單
位計劃規則提前終止，否則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自2018年11月18日起計十年期
間有效。2018年12月31日概無任何已歸屬的受限制股份單位。

於2018年11月18日授出的27,469,214個受限制股份單位按各授出函件規定的五種
不同方式歸屬：

(i) 2019年2月1日歸屬50%，自2019年2月1日後第一個月起每六個月歸屬25%。

(ii) 2019年2月1日歸屬50%，自2019年2月1日後第一個月起每十二個月歸屬
25%。

(iii) 2019年2月1日歸屬25%，2019年8月1日歸屬25%，自2019年8月1日後第一個
月起每十二個月歸屬25%。

(iv) 2019年2月1日歸屬25%，自2019年2月1日後第一個月起每十二個月歸屬
25%。

(v) 2019年8月1日歸屬25%，自2019年8月1日後第一個月起每十二個月歸屬
25%。

(b) 為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持有股份

根據本公司董事會於2018年11月18日通過的決議案，本公司與香港中央證券信
託有限公司（「受限制股份單位受託人」）訂立信託契約（「信託契約」）以協助管
理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以成本約人民幣
14,406,000元購回7,400,000股普通股。受限制股份單位受託人根據受限制股份單
位計劃及信託契約為合資格參與者的利益持有該股份。

(c) 受限制股份單位公平值

2018年11月18日所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的公平值評估為與授出日期的市價每個
2.80港元（相當於合共人民幣53,287,583元）相若。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受限制股份單位的變動概要呈列如下：

受限制股份單位 股份數目 授出日期公平值
人民幣元

於2018年1月1日未歸屬 — —
已授出 27,469,214 1.94
已歸屬 — —
已沒收 — —

  

於2018年12月31日未歸屬 27,469,214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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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賬款

2018年12月31日，基於發票日期的應付賬款（包括屬貿易性質的應付關聯方款項）賬
齡分析如下：

12月31日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三個月以內 266,773 329,889
— 三至六個月 11,075 37,545
— 六個月至一年 13,976 31,869
— 一年以上 222,109 226,594

  

513,933 625,897
  

其他資料

購買、出售及贖回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概無於報告期間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擬召開2019年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有關股東週年大會的詳情，請參
閱將適時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inke.cn)刊發的股東週年大
會通告。

末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股息。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致力保持高標準的企業管治，以保障股東權益、提升企業價值、制定業務策略及
政策和提高公司透明度及問責制。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聯交所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
文，作為本身的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自上市日期起適用於本公司，但2018年1
月1日至2018年7月11日期間不適用於本公司。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自上市日期起直至2018年12月31日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的所有適
用守則條文，惟偏離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A.2.1條除外，該條規定董事長及首席執
行官的角色應有區分，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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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先生擔任本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有豐富的互聯網行業經驗，負責本集團整體策
略規劃及綜合管理，自本公司成立以來，對本公司的增長及業務擴展至關重要。董事會
認為由同一人擔任董事長及首席執行官有利於本集團管理。高級管理層及董事會由經
驗豐富且能幹的人才組成，在營運過程中會確保權力及權限的平衡。董事會現由三名執
行董事（包括奉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因此在組合上具備
頗為獨立的元素。

為了遵守企業管治守則及保持本公司高標準的企業管治常規，董事會會繼續檢討及監
察本公司常規。

遵守證券交易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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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本身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守則。由於本公司股份於2018年7月12日在聯交所
上市，故標準守則於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7月11日期間並不適用於本公司。本公司經具
體查詢後確認，全體董事自上市日期起至本公告日期的整個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成立審核委員會，書面職權範圍乃遵照上市規則第3.21條以及上市規則附錄十四
所載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制訂。截至本公告日期，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兩名獨
立非執行董事崔大偉先生、李琿博士及本公司一名非執行董事劉曉松先生組成，崔大偉
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並討論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業績。本公告所載本集團截
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合併財務狀況表、合併損益及其他綜合收入表以及相關附註
的數字已由本集團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與本集團於本年度經審核合併財務
報表核對。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就此進行之工作，不屬於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
佈之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準則或香港核證工作準則作出的審計保證，因此羅兵咸永
道會計師事務所並無就本公告作出任何保證。

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刊載年度業績及年報

年度業績公告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inke.cn)刊載。年報將
適時送交本公司股東以及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刊載。

承董事會命
映客互娛有限公司
董事長兼執行董事

奉佑生

香港，2019年3月23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奉佑生先生、廖潔鳴女士及侯廣淩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劉曉松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
董事為崔大偉先生、杜永波先生及李琿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