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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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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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AM GROUP HOLDINGS LIMITED
秀商時代 控股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849）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秀商時代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報告期」）的未經審核中
期財務業績連同相關比較數字。

財務摘要

本集團的報告期收益為14.5百萬新加坡元，較二零一九年同期增加5%。

報告期毛利維持於4.2百萬新加坡元，較二零一九年同期減少19%。

報告期溢利為0.9百萬新加坡元，而二零一九年同期則為溢利2.1百萬新加坡元。溢利減
少主要基於下列各項產生：

1. 搜索引擎營銷服務的收益由約10.7百萬新加坡元減少至約9.0百萬新加坡元，而創
意及技術服務的收益則由約2.5百萬新加坡元減少至約1.3百萬新加坡元

2. 毛利由約5.2百萬新加坡元減少至約4.2百萬新加坡元

3. 一般及行政開支由約2.1百萬新加坡元增加至約3.1百萬新加坡元

董事會已議決不就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宣派任何中期股息（截至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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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4 14,475 13,813
服務成本 (10,264) (8,632)

毛利 4,211 5,181
其他收入 5 380 107
其他虧損 6 (425) (16)
銷售開支 (783) (592)
一般及行政開支 (3,141) (2,077)
財務成本 7 (29) (28)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763 —

  
除稅前溢利 976 2,575
所得稅開支 8 (338) (491)

期內溢利 9 638 2,084

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273 4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911 2,088

以下人士應佔溢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476 —
非控股權益 162 —

638 —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695 2,084
非控股權益 216 —

911 2,084

每股盈利（新加坡分）
基本及攤薄 11 0.08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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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附註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廠房及設備 13 288 77
投資物業 2,718 2,750
遞延稅項資產 — 4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5 8,110 7,692
使用權資產 223 242
商譽 12 11,899 —

無形資產 14 177 —

23,415 10,805

流動資產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5 12,735 6,37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6 11,169 19,125

23,904 25,498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7 10,831 3,113
合約負債 18 4,862 2,839
銀行借款 20 107 107
應付所得稅 404 908
租賃負債 19 158 244

16,362 7,211

流動資產淨值 7,542 18,287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0,957 29,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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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附註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款 20 1,946 2,007
租賃負債 19 67 —

2,013 2,007

資產淨值 28,944 27,085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1 1,389 1,389
股份溢價 22 19,366 19,366
儲備 7,025 6,330

27,780 27,085
非控股權益 1,164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8,944 27,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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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股本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換算儲備 保留盈利 非控股權益 權益總額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一日的結餘 
（未經審核） 1,389 19,366 220 92 3,537 — 24,604
期內溢利 — — — — 2,084 — 2,084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一項海外業務產生的 
匯兌差額 — — — 4 — — 4

全面收益總額 — — — 4 2,084 — 2,088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結餘
（未經審核） 1,389 19,366 220 96 5,621 — 26,692

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一日的結餘 
（未經審核） 1,389 19,366 220 92 6,018 — 27,085
擁有人出資及向擁有人作出的分派
期內溢利 — — — — 476 162 638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 — — 219 — 54 273

全面收益總額 — — — 219 476 216 911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產生的非控股權益 — — — — — 948 948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結餘
（未經審核） 1,389 19,366 220 311 6,494 1,164 28,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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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
除稅前溢利 976 2,575
就以下各項調整：
無形資產攤銷 6 —
廠房及設備折舊 57 38
投資物業折舊 32 34
使用權資產折舊 127 9
財務成本 29 28
利息收入 (13) (25)
直接（撥回）╱撇銷壞賬 (2) 27
減值虧損，扣除貿易應收款項撥回 257 6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 — (1)
匯兌差額 53 4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763) —

營運資金變動前的經營現金流量 759 2,752

營運資金變動：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增加）╱減少 (7,037) 5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增加╱（減少） 7,731 (2,628)
合約負債增加╱（減少） 2,023 (618)

經營所得╱（所用）的現金 3,476 (489)
已付所得稅 (800) (705)

經營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2,676 (1,194)

投資活動
已收有期存款利息 13 25
購買廠房及設備 (282) (4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所得款項 3 1
購買廠房及設備的預繳款項 — (4,800)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的現金流出淨額 (9,971) —
增添無形資產 (183) —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10,420) (4,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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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融資活動
償還銀行借款 (61) (61)
已付利息 (29) (27)
根據股份發售發行股份的所得款項 — 17,251
償還租賃負債 (127) (9)

融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217) 17,15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額 (7,961) 11,141

期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9,125 9,788
匯率變動的影響 5 —

期末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169 2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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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七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並登記作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註冊辦
事處位於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主要營業地點位於60 Paya Lebar Road, #12–51/52 Paya Lebar Square, Singapore 409051。
本公司的股份自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六日起在聯交所上市。

本公司主要從事投資控股。其附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提供數碼媒體服務、營銷服務、技術服務及平
台服務。

除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以人民幣為功能貨幣的本公司附屬公司及於馬來西亞成立以馬幣
為功能貨幣的本公司附屬公司外，於新加坡成立的其餘本公司附屬公司的功能貨幣為新加坡元。

本集團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新加坡元呈列，而新加坡元亦為本公司的功能貨幣。

2. 編製基準

本集團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按照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所有適用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此外，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包括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及香
港公司條例規定的適用披露事項。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應與本公司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覽。就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採納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全年財務報表
內採納者相符一致，而本集團採納新訂及經修改準則的詳情載於下文。

3.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於期內，本集團已採納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所頒佈與本集團業務有關並於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一月
一日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的所有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應用此等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不會導致本集團的會計政策、本集團財務報表的呈列方式以及就本期間及過往期間呈報的
金額出現重大變動。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董
事預期，應用此等新訂準則、準則修訂及詮釋不會對本集團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造成重大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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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及分部資料

 收益

本集團期內的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搜索引擎營銷服務 9,008 10,719
創意及技術服務 1,280 2,473
社交媒體營銷服務 840 621
技術及平台服務 2,957 —

營銷服務 390 —

14,475 13,813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確認時間：
隨時間：
— 搜索引擎營銷服務 9,008 10,719
— 社交媒體營銷服務 840 621
— 營銷服務 390 —

10,238 11,340
於某一時間點：
— 創意及技術服務 1,280 2,473
— 技術及平台服務 2,957 —

14,475 13,813

本集團的客戶主要包括各行各業的本地及國際品牌。

本集團向客戶提供搜索引擎營銷服務、社交媒體營銷服務及營銷服務。有關服務確認為隨時間履行
的履約責任，原因為客戶隨着本集團履約同時取得並耗用本集團履約所提供的利益。本集團基於合
約完成階段使用輸入法就該等搜索引擎營銷服務、社交媒體營銷服務及營銷服務確認收益。本集團
一般要求客戶支付合約金額若干百分比的前期款項。當本集團於服務開始前收取按金時，本集團會
於合約開始時產生合約負債，直至就特定合約確認的收益超過按金金額為止。搜索引擎營銷服務及
社交媒體營銷服務的期限一般為一年內。就該等服務確認的收益乃按定額費用釐定。本集團一般定
期開票收取餘額，並向客戶提供7日信貸期（二零一九年：並無信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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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向客戶提供創意及技術服務以及技術及平台服務。有關服務於某一時間點確認，原因為本集
團已確定將履約責任的控制權轉移至客戶（即已履行的服務），有權就其服務收取款項，而客戶已接
受其服務。就創意及技術服務以及平台服務確認的收益乃按定額費用釐定。本集團一般於履行服務
時向客戶開票收取款項，並向客戶提供7日信貸期（二零一九年：並無信貸期）。

所有服務期限為一年或以下。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批准，分配至該等未履行合約的交易價
格並未披露。

 分部資料

為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向本公司行政總裁（作為主要經營決策者）呈報的資料以所提供服務種類
為重點。

具體而言，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本集團的可呈報分部如下：

1. 搜索引擎營銷服務 — 於新加坡及馬來西亞進行在線營銷服務，主要通過付費廣告增加搜索引
擎結果頁面的能見度，從而推廣網站。

2. 創意及技術服務 — 於新加坡及馬來西亞進行網站開發及寄存服務以及其他廣告支援服務。

3. 社交媒體營銷服務 — 於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利用社交媒體平台的獨特功能為特定目標客戶提供
定制資訊的在線廣告服務。

4. 技術及平台服務 — 在平台註冊賬戶的技術服務及平台交易所得款項。

5. 營銷服務 — 專家現場直播、短片宣傳、應用程式特寫圖像及廣告屏幕。

於達致本集團的可呈報分部時並無合併經營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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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收益及業績

以下為本集團按經營及可呈報分部劃分的持續經營業務收益及業績分析。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搜索引擎 

營銷服務
創意及 

技術服務
社交媒體 

營銷服務 總計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外部銷售及分部收益 10,719 2,473 621 13,813

業績
分部溢利 2,803 2,145 233 5,181

未分配其他收入 107

其他虧損 (16)

銷售開支 (592)

一般及行政開支 (2,077)

財務成本 (28)

除稅前溢利 2,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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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搜索引擎 

營銷服務
創意及 

技術服務
社交媒體 

營銷服務
技術及 

平台服務 營銷服務 總計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外部銷售及分部收益 9,008 1,280 840 2,957 390 14,475

業績
分部溢利 1,353 878 284 1,503 193 4,211

未分配其他收入 380

其他虧損 (425)

銷售開支 (783)

一般及行政開支 (3,141)

財務成本 (29)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763

除稅前溢利 976

經營分部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的會計政策相同。分部溢利指各分部所賺取的溢利，並未分配一般及
行政開支、銷售開支、財務成本、其他收入以及其他虧損。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而言，此乃向主要
經營決策者呈報的計量方法。

各報告期間均無分部間銷售。

 分部資產及負債

向主要經營決策者呈報以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的資料不包括任何資產及負債。因此，並無呈列分部
資產及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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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資料

 按地理位置劃分的收益

有關本集團基於提供服務地點而按地理位置劃分的外部客戶收益資料詳情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新加坡（主要營運國家） 10,391 12,641

馬來西亞 737 1,172

中國 3,347 —

14,475 13,813

 按地理位置劃分的非流動資產

有關本集團非流動資產的資料乃基於資產的地理位置呈列。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新加坡（主要營運國家） 2,890 3,103

英屬處女群島 7,692 7,692

馬來西亞 251 10

中國 12,582 —

23,415 10,805

 有關主要客戶的資料

概無單一客戶佔本集團總收益超過10%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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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政府補助（附註） 287 1

租金收入 — 54

利息收入 13 25

其他（附註） 80 27

380 107

附註：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政府補助中的269,000新加坡元涉及新加坡政
府根據分別於二零二零年二月十八日及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六日的團結預算案(Unity 

Budget)及堅韌團結配套(Resilience Budget)中公佈的僱傭補貼計劃(Job Support Scheme)，
就向當地僱員支付的工資提供的補助。補助收入於本集團確認相關薪金成本的估計經濟不
明朗期間按有系統的基準確認。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補助24,000新加坡元
記入「遞延政府補助收入」（附註17），預計將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確認
為補助收入。

  其他收入包括客戶侵犯本集團知識產權的賠償68,000新加坡元。

6. 其他虧損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匯兌虧損淨額 (425) (16)

7. 財務成本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借款利息 27 27

租賃負債利息開支 2 1

29 28



– 15 –

8. 所得稅開支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稅項開支包括：
即期稅項：

— 新加坡企業所得稅 — 500
— 馬來西亞所得稅 9 (2)
— 中國所得稅 272 —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14 5

遞延稅項 43 (12)

338 491

新加坡企業所得稅按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的17%計算。

馬來西亞所得稅按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的24%計算。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稅法」）及其實施條例，本公司旗下中國附屬公司期內的稅率為25%。

期內的稅項開支可與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的除稅前溢利對賬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稅前溢利 976 2,575

按新加坡企業所得稅稅率17%計算的稅項 166 438

毋須課稅所得稅的稅務影響 (102) (63)

境外司法管轄區不同稅率的稅務影響 91 (1)

不可扣稅開支的稅務影響 169 112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14 5

338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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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期內（虧損）╱溢利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虧損）╱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達致：

董事酬金：
袍金 44 45

薪金、津貼及其他福利 700 467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24 30

768 542

其他員工成本：
薪金、津貼及其他福利 1,495 1,560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88 173

員工成本總額 2,451 2,275

核數師酬金 96 99

最低租賃款項 5 127

折舊開支：
投資物業 32 34

廠房及設備 57 38

使用權資產 127 9

直接（撥回）╱撇銷的壞賬 (2) 27

減值虧損，扣除貿易應收款項撥回 257 63

來自一項投資物業的租金收入總額 — (54)

減：期內產生租金收入的投資物業招致的直接經營開支 32 34

3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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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就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宣派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六個月：無）。

11.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基於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千新加坡元） 638 2,084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800,000 800,000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新加坡分） 0.08 0.25

由於本公司於兩個期間均無可轉換為股份的具攤薄影響證券，故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12. 收購附屬公司

 業務合併

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本公司與ROC Arise Holdings Limited（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
立的有限公司，由擔保人（牟雷，即最終實益擁有人）及另一位人士分別擁有98%及2%權益，彼等均
為獨立第三方）訂立一份協議，以收購Majestic State International Limited（「MSIL」）及其全資附屬公
司（於下文統稱「MSIL集團」）60%權益，現金代價為人民幣66,000,000元（約12.64百萬新加坡元），藉
此取得MSIL（詳情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三十日的公告披
露）的控制權。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六日，本公司以代價人民幣12,000,000元（約2.29百萬新加坡元）收購
20%股權（詳情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六月十六日的自願公告披露）。本集團合共持有MSIL集團
全部已發行股本的80%。

上述收購已使用收購會計法入賬。

 收購事項對本集團業績的影響

於收購日期至報告日期期間，MSIL為本集團貢獻收益3.3百萬新加坡元及期內溢利1.0百萬新加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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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變動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以總成本約282,000新加坡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45,000新加坡元）收購廠房及設備。此外，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六個月曾以成本約3,686新加坡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2,300新加坡元）出
售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賬面金額約為288,000新加坡元（二零二零年六月
三十日：77,000新加坡元）。

14. 無形資產

商標 軟件 總計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成本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 — —
收購附屬公司 29 154 183
出售 — — —
匯兌調整 — — —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9 154 183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 — —
期內折舊 1 5 6
出售時撇銷 — — —
匯兌調整 — — —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 5 6

賬面值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8 149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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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資產：
貿易應收款項 9,366 4,613
未開票收益 1,243 2,029

10,609 6,642
減：呆賬備抵 (1,050) (852)

9,559 5,790

按金 46 54
預付款項 361 86
員工貸款 392 309
應收政府補助 — 120
其他應收款項（附註） 2,377 14

總計 12,735 6,373

非流動資產：
按金 8,110 7,692

總計 8,110 7,692

本集團一般要求客戶預繳款項及按金，提供服務的平均信貸期為7日（二零一九年：零日）。

附註：  其包括一筆2.02百萬新加坡元款項，為Majestic State International Limited向賣方墊付的平
台開發款項。

下表為於各報告期末基於發票日期呈列的貿易應收款項賬齡分析。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開票收益 1,220 1,994
30日內 4,943 1,125
31至60日 2,414 614
61至90日 123 393
90日以上 859 1,664

9,559 5,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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呆賬備抵變動：

全期預期 
信貸虧損 —  
個別評估 

並無信貸減值

全期預期 
信貸虧損 —  
已信貸減值 總計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一日 — 239 239

於損益扣除的金額 100 580 680

撇銷 — (67) (67)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100 752 852

於損益扣除的金額 — 257 257

撇銷 — (59) (59)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00 950 1,050

1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定期存款 — 2,277

銀行及手頭現金 11,169 16,848

11,169 19,125

17.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3,809 1,986

應計開支 1,925 326

已收按金 250 250

應付貨品及服務稅 359 280

遞延政府補助收入（附註5） 24 179

其他應付款項 4,464 92

10,831 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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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末，基於發票日期的貿易應付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至30日 2,594 1,021

31至60日 1,215 954

61至90日 — 5

91至120日 — 6

3,809 1,986

18. 合約負債

合約負債主要與本集團已收客戶代價而須向客戶轉讓服務的責任有關。

合約負債的變動如下：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期╱年初 2,839 3,083

於期╱年內訂立銷售合約後收取客戶的款項 12,311 20,016

計入期╱年初合約負債結餘的已確認收益 (2,839) (3,083)

與同期╱年收取客戶款項有關的期╱年內已確認收益 (7,449) (17,177)

於期╱年末 4,862 2,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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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租賃負債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到期日分析：
— 一年內 161 247
— 一年以上但不超過五年 68 —

229 247

減：未賺取利息 (4) (3)

225 244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分析為：
— 流動 158 244
— 非流動 67 —

本集團並無就租賃負債面臨重大流動資金風險。租賃負債由本集團內的庫務職能監察。

20. 銀行借款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有抵押按揭貸款 2,053 2,114

附註：  銀行借款由控股股東擔保，並以本集團的投資物業作抵押。控股股東提供的個人擔保已於二
零二零年三月十一日解除，並以本公司提供的公司擔保替代。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銀行借款的實際利率範圍為1.38%–1.98%（截至二
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2.48%–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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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股本

本公司的法定及已發行股本如下：

股份數目 面值 股本
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法定股本：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七日（註冊成立日期）及 

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38,000,000 0.01 380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日增加 (ii) 9,962,000,000 0.01 99,620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0,000,000,000 0.01 100,000

股份數目 股本
千新加坡元

本公司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七日（註冊成立日期）(i) 1 —

根據重組發行股份 (iii) 99 —

根據資本化發行發行股份 (iv) 599,999,900 1,042

根據股份發售發行股份 (v) 200,000,000 347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800,000,000 1,389

(i)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七日，本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法定股本為380,000港元，分為
38,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的股份。於註冊成立日期，一股未繳股款股份已配發及發行予初
始認購人（一名獨立第三方）。同日，該股股份已轉讓予Activa Media Investment Limited

（「Activa Media Investment」）。

(ii)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日，本公司透過增設9,962,000,000股股份（與現有股份在所有方面均享有同
等地位），將法定股本由380,000港元（分為38,000,000股股份）增加至100,000,000港元（分為
10,000,000,000股股份）。

(iii)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日，張女士、張先生、Activa Media Investment及本公司訂立一份買賣協
議，據此，Activa Media Investment轉讓其於Activa Media Holdings Limited的全部股權予本公
司，代價為本公司配發及發行99股入賬列作繳足的股份予Activa Media Investment。

(iv)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六日，5,999,999港元本公司股份溢價賬進賬已撥充資本，用於按面值繳
足按股東當時於本公司的持股比例向股東配發及發行的599,999,900股股份，致使已配發及發行
的股份與當時現有已發行股份在所有方面享有同等地位。此交易為非現金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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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六日，本公司透過股份發售發行200,000,000股新股份，將已發行及繳足
的普通股總數增加至800,000,000股。該2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按每股0.65港元
的價格發行，總代價為130,000,000港元（相等於約22,221,000新加坡元），而上市開支約15,158,000

港元（相等於約2,591,000新加坡元）已從本公司股份溢價賬扣除。同日，已發行股份成功於聯交
所主板上市。

22. 股份溢價

股份溢價指經抵銷股份發售股份發行開支的影響後，股份發行價高於面值的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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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概覽及前景

本集團於在線營銷界別營運，提供綜合服務組合：搜索引擎營銷服務、社交媒體營銷服
務、創意及技術服務、技術及平台服務以及營銷服務，使本集團業務能夠以最具效益的
方式跨平台接觸龐大且針對性的多元受眾。

隨着新加坡邁向成為智慧國（新加坡政府為盡量使用資訊通訊科技的一項措施，旨在創
造更多社會經濟機遇），本集團相信旗下服務有助業務過渡，在線發展長遠會有強勁需
求。

然而，環球大流行（2019冠狀病毒病）未見止息，各行各業受到嚴重影響，本集團固然不
能獨善其身。2019冠狀病毒病逼使多國實施不同程度封城及人流管制，社會未能如常運
作，干擾商旅、銷售會及營銷活動，亦令各行業收緊銀根，打擊商業服務需求。雖然情
況即時影響到本集團的盈利能力，惟本集團已務實地想方設法減輕2019冠狀病毒病所造
成的影響。

就此，本集團近日已完成收購Majestic State International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主要於
中國營商）。憑藉本公司於聯交所的上市地位，本集團有力擴大於中國市場的版圖，與以
中國為基地的數碼平台加深合作。本集團相信，是項收購乃一良機，讓本集團可進軍中
國發展蓬勃的電子商貿行業，分散營運，以及拓闊客戶基礎。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收益約14.5百萬新加坡元，較二
零一九年同期約13.8百萬新加坡元增加5%，主要源自收購Majestic State International 
Limited，為報告期收益貢獻約3.3百萬新加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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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收益增長未能抵銷本集團搜索引擎營銷服務以及創意及技術服務分部產生的虧損。
因此，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整體毛利約為4.2百萬新加坡元，較二
零一九年同期約5.2百萬新加坡元減少19%。

由於新加坡及多個國家已開始大規模注射疫苗，抑制2019冠狀病毒病傳播，故本集團對
短期內復甦感到樂觀。情況將會振興營商信心，降低社會及人流管制，讓本集團及客戶
（即業務本身）逐步回復正常運作。

與此同時，本集團將繼續密切審時度勢，尋求方法進一步管理成本及開支，擴大收益及
客戶基礎，以及分散營運。倘本集團的業務表現有任何重大變動，本集團將會適時另行
向股東及投資者提供最新資料。

財務回顧

收益

我們的收益來自在線營銷服務，包括：(i)搜索引擎營銷服務；(ii)創意及技術服務；(iii)社
交媒體營銷服務；(iv)技術及平台服務；及(v)營銷服務。

下表載列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的收益按五大分部劃分的明細：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變動

千新加坡元 % 千新加坡元 % 千新加坡元 %

搜索引擎營銷服務 9,008 62.2 10,719 77.6 (1,711) –16.0
創意及技術服務 1,280 8.8 2,473 17.9 (1,193) –48.2
社交媒體營銷服務 840 5.8 621 4.5 219 +35.3
技術及平台服務 2,957 20.4 — — 2,957 不適用
營銷服務 390 2.8 — — 390 不適用

14,475 100.0 13,813 100.0 662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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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本集團的總收益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約13.8百萬新加
坡元增加約4.8%至報告期約14.5百萬新加坡元，主要是由報告期內來自MSIL集團的技術
及平台服務以及營銷服務收益約3.3百萬新加坡元帶動。

搜索引擎營銷服務以及創意及技術服務收益分別下跌約16.0%及48.2%，主要是由於新加
坡及馬來西亞爆發2019冠狀病毒病令經濟放緩，客戶削減廣告開支所致。

社交媒體營銷服務收益增加顯示客戶在Facebook投放廣告的喜好改變，由內容轉為廣告
開支，有助減輕搜索引擎營銷服務以及創意及技術服務流失的部分收益。

服務成本

我們的服務成本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約8.6百萬新加坡元上升至截
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約10.3百萬新加坡元，是由於計及報告期內MSIL
集團的服務成本約1.7百萬新加坡元所致。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包括(i)於2019冠狀病毒病大流行下經濟不明朗期間，根據為協助僱主保留當地
僱員（新加坡市民及永久居民）而向僱主提供工資補貼的僱傭補貼計劃(Job Support 
Scheme)，自新加坡政府收取的政府補助約269,000新加坡元；(ii)定期存款利息收入；及
(iii)屬客戶侵犯本集團知識產權的賠償的其他收入。

其他虧損

我們的其他虧損包括(i)我們的馬來西亞附屬公司及(ii)來自股份發售的已收所得款項淨額
（以港元計值）所產生的匯兌收益或虧損淨額。我們的其他收益或虧損波動主要是源於港
元及新加坡元的匯率變動。於報告期，貨幣匯率波動並無為本集團的運作或流動資金帶
來任何嚴重困難或影響。管理層將繼續監察外匯風險，並採取審慎措施減輕外匯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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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開支

本集團的銷售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約592,000新加坡元上升約
32.3%至報告期約783,000新加坡元。銷售開支主要包括銷售人員的員工成本、銷售佣金
及營銷相關開支。報告期內銷售開支上升主要是由於營銷相關開支上升所致。

一般及行政開支

我們的一般及行政開支主要包括員工成本、折舊、租金開支、酬酢開支、辦事處開支及
差旅開支。我們的一般及行政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約2.1百萬
新加坡元上升至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約3.1百萬新加坡元。

一般及行政開支上升主要是由於呆賬備抵上升及收購MSIL所產生的專業費用較高所致。
有關上升則主要是由於(i)收購附屬公司時向專業人士支付的專業費用增加約0.3百萬新加
坡元；(ii)呆賬備抵增加約0.2百萬新加坡元；(iii)吸納MSIL的營運成本約0.3百萬新加坡
元；及(iv)使用權資產折舊上升約0.1百萬新加坡元所致。

財務成本

報告期的財務成本持平，約為29,000新加坡元（二零一九年：28,000新加坡元）。此項目主
要包括銀行借款的利息開支。

所得稅開支

我們的所得稅開支主要包括新加坡、馬來西亞及中國即期所得稅開支的撥備。本集團的
所得稅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約491,000新加坡元減少至截至二
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約338,000新加坡元，主要源於本集團的應課稅溢利減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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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溢利

期內溢利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約2.1百萬新加坡元下跌至截至二零
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期內溢利約0.9百萬新加坡元。溢利下跌主要是由於上
述一般及行政開支上升以及搜索引擎營銷服務和創意及技術服務收益下跌所致。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就報告期宣派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無）。

財務狀況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們的權益總額約為28.9百萬新加坡元，而於二零二零
年六月三十日則約為27.1百萬新加坡元。權益總額增長主要源自收購附屬公司MSIL集團
以及收購所產生的商譽。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們的流動資產淨值約為7.5百萬新加坡元，而於二零二
零年六月三十日則約為18.3百萬新加坡元。流動資產淨值下跌主要是由於就於截至二零
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收購MSIL支付14.9百萬新加坡元所致。

流動資金及資本資源

借款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們的銀行借款約2.1百萬新加坡元以於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賬面金額約為2.7百萬新加坡元的投資物業作抵押。

重大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收購及出售事項

於報告期，本公司透過VIE structure（詳情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及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三十日的公告披露）收購一組附屬公司MSIL集團。除上文所披露者
外，本集團於報告期內並無進行任何重大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收購及出售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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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及預期資金來源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除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六月十三日的招股章程（「招
股章程」）及本公告「上市所得款項淨額用途」一段所披露的業務計劃外，概無其他有關重
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計劃。

資產負債比率

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比率約為7.3%（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7.8%）。資產負債比率乃按各期末的計息負債總額除以權益總額計算。資產負債比率下降
主要源於保留盈利增加令本集團的權益增加，而本集團的計息負債總額則相對持平。

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位於新加坡及馬來西亞，而本集團的大部分交易以及現金及現金等價
物以新加坡元及馬幣計值。本集團以港元留存股份發售的所得款項淨額，使本集團面對
外匯波動風險。本集團目前並無制定任何外幣對沖政策，惟其管理層一直監察外匯風險。

或然負債及擔保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們並無任何未列賬的重大或然負債或擔保，或面對任
何訴訟。

報告期後重要事項

牟雷先生（「牟先生」）獲委任為執行董事，由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起生效。誠如本公
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的公告所披露，牟先生為ROC Arise Holdings Limited
（「ROC」）大多數權益的最終實益擁有人，亦為秀商時代（重慶）科技有限公司大多數權益
法律上的擁有人。根據本公司、ROC及牟先生就收購MSIL大比數權益所訂立日期為二
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一份有條件買賣協議，ROC已提供溢利擔保（由牟先生個人
擔保）。牟先生為MSIL的董事，自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三十日起成為本公司於附屬公司層
面的關連人士，並於獲委任為執行董事時成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根據上市規則
第14A.60(1)條，牟先生及ROC提供的擔保受第十四A章下的年度審核及披露規定（包括
刊登公告及作年度申報）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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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本公司的股份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六日成功在聯交所主板上市（「上市」）。上市所得款
項淨額（「所得款項淨額」）約為92百萬港元。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九日
的公告（「該公告」）所載，於考慮本集團的營商環境及發展後，董事會已議決更改未動用
所得款項淨額的用途。更改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用途的詳情，請參閱該公告。下表載列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所得款項淨額計劃用途及動用時間明細：

股份發售 

所得款項淨額
的計劃用途

（見招股章程）

佔所得款項 

淨額概約 

百分比

所得款項 

淨額的經修訂
分配（誠如該 

公告所披露）

佔所得款項 

淨額概約 

百分比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止的已動用 

金額
於報告期 

動用的金額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的 

餘額

未動用所得 

款項淨額的 

預期動用時間
百萬港元 % 百萬港元 %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加強技術基礎建設 58.2 63.3 58.2 63.3 40.65 — 17.55 二零一九年 

第四季度附註

收購網站開發及寄存公司 26.2 28.5 — — — — — —

於馬來西亞新山市設立銷售辦事處 5.3 5.7 — — — — — —

營運資金 2.3 2.5 2.3 2.5 — 2.3 — —

增購一間聯營公司的權益 — — 31.5 34.2 — 31.5 — —

總計 92.0 100.0 92.0 100.0 40.65 33.8 17.55

附註：  為加強技術基礎建設調撥所得款項淨額乃分期進行，初步款項已於二零一九年第四季度調撥，詳
情見招股章程。預期(i)平台A的開發將於二零二二年第一季度完成；及(ii)平台B的開發將於二零
二三年第二季度完成。為平台C調撥所得款項淨額預期於二零二一年第二季度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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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136名（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73名）僱員，而
我們於報告期內的僱員薪酬合共約為2.5百萬新加坡元（包括薪金、花紅及其他僱員福利）。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金額約為5.2百萬新加坡元。我們的僱員薪酬乃基於
僱員表現、經驗及能力以及市場比較水平釐定。彼等的薪酬待遇包括薪金、與我們的表
現掛鈎的花紅、津貼以及新加坡、馬來西亞及中國僱員的退休福利計劃。本集團亦為員
工提供專屬培訓，以提升彼等的技術及產品知識。

董事及高級管理層成員的薪酬乃基於各人的職責、資格、職位、經驗、表現、年資及為
我們業務付出的時間釐定。彼等以薪金、花紅以及其他津貼及實物利益的形式收取補償，
包括由本公司代彼等向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再者，本公司已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該計劃」），旨在向為本集團作出貢獻的合資格人
士提供獎勵或回報。由於本公司自上市以來未曾根據該計劃授出購股權，故於二零二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尚未行使的購股權，於報告期內亦無購股權獲行使、遭註銷或失
效。

其他資料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報告期內，本公司並無贖回其任何上市證券，而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亦無購買或
出售有關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集團致力落實高水平的企業管治，以保障本公司股東（「股東」）權益，並提高企業價值
及責任承擔。於報告期內，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企管
守則」）作為其本身的企業管治守則，並遵守企管守則的所有適用守則條文，惟下文所披
露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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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管守則的守則條文A.2.1訂明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
任。張麗蓮女士（「張女士」）現時兼任兩個職位。綜觀本集團的歷史，張女士一直擔任本
集團的主要領導職位，並負責本集團的整體策略規劃、銷售及營銷、管理及營運。為落
實有效的策略規劃及監察計劃的實行情況，董事會（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張女士
乃該兩個職位的最佳人選，而目前安排整體上有利於本集團及股東，並符合彼等的整體
利益。

董事會將繼續檢討及監察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常規，以符合企管守則的守則條文及維持本
公司高水平的企業管治。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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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其本身監管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經本公司向各現任董事（彼等於
報告期內亦以此身份行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報告期內已遵守標
準守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遵照企管守則成立設有書面職權範圍的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於本公告
日期，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曾國豪先生、Lee Shy Tsong先生及張虹
女士。曾國豪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審閱本集團的財務資料、
監督本集團的財務申報系統、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向董事會提供建議及意見，以
及監察外部核數師的獨立性及客觀性。

審閱中期業績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
財務報表，包括本集團已採納的適用會計政策及會計準則，並認為該等報表乃遵照適用
上市規則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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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衷心感謝股東、業務夥伴及客戶給予本集團源源不絕的支持。本人亦
謹此就全體董事、管理層及員工於報告期內一直竭誠盡心工作，向彼等致以由衷謝意。

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登載二零二一年中期報告

本公司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按照上市規則
規定的方式寄發予股東，以及在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www.amgroupholdings.com)登載。

承董事會命 
秀商時代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張麗蓮

香港，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即張麗蓮女士（主席兼行政總裁）、張國良先
生及牟雷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曾國豪先生、Lee Shy Tsong先生及張虹女
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