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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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U-TON FUTURE SPACE INDUSTRIAL GROUP HOLDINGS LTD.
中國優通未來空間產業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清盤中）

（股份代號：6168）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
全年業績公告

摘要

• 本年度，本集團收入為人民幣59,232,000元，較上一財政年度增加人
民幣27,851,000元或88.8％。收入增加主要是由於增加提供提供光纖
設計、佈放及維護服務、其他通訊網絡服務、環保智能技術產品及服
務所至。

• 截至本年度，本集團錄得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人民幣23,367,000元，
較2020年同期的虧損人民幣678,796,000元減少約96.6%。

•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每股虧損為人民幣0.82分，較上個財政
年度同期的每股虧損人民幣26.16分，虧損減少人民幣25.34分。

•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股息（2020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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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

2021年 2020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4 59,232 31,381
銷售╱服務成本 (41,451) (60,454)

毛利╱（損） 17,781 (29,073)
利息收入 128 162
其他收入 1,277 810
其他收益╱（虧損） 5 11,011 (642,342)
銷售開支 (2,662) (2,756)
行政開支 (20,087) (37,856)
研發開支 (1,237) (2,190)

營運收益╱（虧損） 6,211 (713,245)
來自聯營公司的利潤 285 –
財務成本 6 (29,904) (37,813)

除稅前虧損 (23,408) (751,058)
所得稅抵免 7 – 57

年內虧損 8 (23,408) (751,001)

年內其他全面虧損（除稅後）：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以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 
股本投資公平值變動 – (39,215)

可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聯營公司因海外業務而產生的 
匯兌差額 11 –

－換算財務報表呈報貨幣的匯兌差額 (1,077) (2,715)

年內全面虧損總額 (24,474) (79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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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2020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內虧損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23,367) (678,796)
非控股權益 (41) (72,205)

(23,408) (751,001)

年內虧損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24,433) (720,726)
非控股權益 (41) (72,205)

(24,474) (792,931)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人民幣分） 10 (0.82) (26.16)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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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1年12月31日

2021年 2020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100 10,026
投資物業 14,691 15,495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279 –
以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股本投資 22,036 22,036

47,106 47,557

流動資產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投資 – 34,831
存貨 1,230 4,501
貿易應收款項 11 36,307 18,294
向客戶貸款 12 – 4,193
合約資產 13 30,098 –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4 177,829 126,423
銀行及手頭現金 15,645 21,652

261,109 209,894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5 257,853 209,113
收購一家附屬公司應付款項 27,500 27,500
銀行及其他借貸 51,727 50,707
公司債券 308,294 184,063
擔保票據 127,958 111,663
租賃負債 412 1,063
應付所得稅 21,162 21,162
保證撥備 785 780

795,691 606,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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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負債淨值 (534,582) (396,157)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87,476) (348,600)

非流動負債
公司債券 – 113,133
租賃負債 2,579 3,848

2,579 116,981

負債淨值 (490,055) (465,58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6 240,267 240,267
儲備 (716,533) (692,100)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權益 (476,266) (451,833)
非控股權益 (13,789) (13,748)

總權益 (490,055) (465,581)

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1年12月31日（續）

2021年 2020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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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

1. 一般資料

中國優通未來空間產業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
豁免有限公司。註冊辦事處地址為Windward 3, Regatta Office Park, P.O. Box 1350, 
Grand Cayman KY1-1108, Cayman Islands。主要營業地點地址為香港銅鑼灣怡和街
28號恒生銅鑼灣大廈12樓B座。本公司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主板上市已於2021年5月5日暫停買賣。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從事提供光纖
設計、佈放及維護服務、提供其他通訊網絡服務、提供環保智能技術產品及服務以
及放債服務。

2. 準備基礎

公司股份停牌

茲提述本公司於日期為2021年5月5日有關（其中包括）公司清盤令及委任臨時清盤
人的公告。

鑑於上述事宜，本公司股份自2021年5月5日下午3時正起於聯交所暫停買賣。

委任臨時清盤人

於2021年2月4日，李忠（「呈請人」）根據香港法例第32章《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
例》（「該條例」）向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高等法院」）提交呈請（「清盤呈請」），
清盤呈請乃針對本公司未能償還由其向呈請人發出的8,000,000港元債券所產生的
利息及法律費用合共565,000港元而作出，呈請人在清盤呈請中指出，基於本公司
無力償債及未能支付其債務，或公平公正的理由，要求將本公司清盤。清盤呈請在
2021年5月5日上午10時正於高等法院進行聆訊，本公司亦於同日被高等法院頒令
清盤。破產管理署署長獲委任為本公司的臨時清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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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法例第32章《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第182條，清盤開始後就該公司財
產包括據法權產作出的任何產權處置，以及任何股份轉讓或該公司成員地位的任
何變更，除非法院另有命令，否則均屬無效。

於2021年2月18日，但曉冬（「但」）根據該條例向高等法院提交清盤呈請，該呈請針
對本公司未能償還於2020年9月25日在高院民事訴訟2020年第200號獲判的未償還
判定債項$8,500,000港元及其利息。該呈請指出，基於本公司無力償債及未能支付
其債務，但要求將本公司清盤。該呈請於2021年5月31日被高等法院駁回。

於2021年3月10日，張文凱（「張」）根據該條例在HCCW 105/2021向高等法院提交清
盤呈請，該呈請針對本公司未能償還由其向張發出的10,000,000港元債券所產生的
利息700,000港元。該呈請指出，基於本公司無力支付其債務，張要求將本公司清
盤。該呈請於2021年5月24日被撤回。

於2021年4月19日，姚弘毅（「姚」）根據該條例在HCCW 154/2021向高等法院提交清
盤呈請，該呈請針對本公司未能償還由其向姚發出的本金及利息合共7,800,000港
元。該呈請指出，基於本公司無力償債及未能支付其債務，姚要求將該本公司清
盤。該呈請於2021年6月11日被撤回。

於2021年5月7日，破產管理署署長暨臨時清盤人已根據香港法例第32章《公司（清
盤及雜項條文）條例》第227A及227B條的規定向法院提交規管令申請，要求法院頒
布有關命令，包括委任同任職於保華顧問有限公司陳浩然先生及徐麗雯女士為本
公司的共同及各別清盤人。

根據高等法院於2021年6月25日之命令，宏傑亞洲有限公司的何文傑先生和江詩敏
女士被委任為本公司之共同及各別清盤人（「清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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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上市地址

於2021年7月7日及2022年9月22日，本公司接獲聯交所函件，當中聯交所為本公司
載列以下復牌指引：

(a) 就符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公告所有未曾刊發財務業績並處理任何審計修
改；

(b) 證明本公司符合上市規則第13.24、3.10、3.10A、3.21及3.28條；

(c) 針對本公司的清盤令已被撤回或被駁回，並且清盤人（臨時與否）已獲解除；

(d) 通知市場所有重要信息，以供本公司股東及其他投資者評估本公司的狀況；

(e) 對涉嫌未經授權（附註1）之認購進行獨立法證調查，公佈調查結果及採取適當補
救行動；及

(f) 進行獨立內部監控檢討，並證明本公司訂有符合上市規則的充分內部監控及
程序。

聯交所進一步表示，倘若本公司情況發生變化，聯交所可能會修訂或補充復牌指
引。

倘本公司未能於2022年11月4日前或聯交所釐定的較後日期，履行上述復牌指引，
聯交所上市科可建議上市委員會繼續撤銷本公司的上市地位。公司正採取多項措
施履行復牌指引，其中包括：

(i) 自2022年5月25日起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董事會成員及審計委員會成員（請
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22年5月24日的公告）；和

(ii) 就涉嫌未經授權的認購設立特別調查委員會及委任獨立調查員（請參閱本公
司日期為2022年9月16日的公告）；及

(iii) 委任本公司之公司秘書（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22年10月26日的公告）。

附註1： 有關涉嫌未經授權之認購詳情，請參閱本公告「自2021年之重要事項」一
節。股東亦請審閱本公司日期為2022年9月16日之公告，以了解更多有關涉
嫌未經授權之認購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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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第3.10、3.10A及3.21及3.28條。除上述者外，
復牌指引尚未履行。

茲提述日期為2021年12月9日的紀律行動聲明，其中涉及聯交所對公司的紀律行
動。

上市委員會裁定該公司違反了：

(1) 第13.25(1)(b)條，因其在被提出清盤呈請後未有通知聯交所及刊發公告。披露
責任是在發行人得悉清盤呈請被提出時便即時產生，而不是取決於呈請的結
果或呈請是否於聆訊日前能得到解決。

(2) 第13.49(1)及13.46(2)(a)條，因其未有於指定時限內刊發其截至2020年12月31
日止財政年度的年度業績及送交其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的年度報
告。

重組建議

於2022年3月29日，本公司、GSC有限公司（前稱銀商服務有限公司）（「潛在投資
者」）及姜長青先生（「姜先生」）訂立框架協議，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潛在投資者
有意向本公司投入一筆總額為100,000,000港元之資金（旨在實施重組及就此而進
行投資），其中涉及(i)可能認購事項；(ii)香港及開曼群島的安排計劃或本公司與其
債權人訂立的替代債權人安排，以清償本公司應付該等債權人的所有尚未償還款
項；及(iii)資本重組。

此外，根據框架協議，本公司及潛在投資者已約定潛在投資者將向本公司初步提
供一筆金額為10,000,000港元的貸款，貸款分兩期支付，其貸款所得款項將用於償
付有相關重組的部分專業費用墊付予清盤人代表本公司控制的信託銀行帳戶（「信
託銀行帳戶」）內。全額10,000,000港元已由潛在投資者墊付予信託銀行帳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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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投資者也同意向本集團提供臨時融資，以便全面支持本集團於香港業務營運
的營運資金要求。本公司同意以潛在投資者為受惠人就作為投資者付款抵押向潛
在投資者收取臨時融資的營運公司的全部股本授出一項固定押記。

倘可能認購事項得以落實，於可能認購事項完成後，潛在投資者及與其一致行動
之人士可於本公司經配發及發行認購股份而擴大之全部已發行股本中合共擁有
超過50%之權益，此可能會導致本公司的控制權發生變化，屆時將觸發潛在投資者
（及任何與其一致行動之人士）根據收購守則規則26.1對所有股份（潛在投資者或
與其一致行動之人士已經擁有或同意將予以收購者除外）作出強制性無條件全面
要約的責任。

於2022年9月29日，本公司及清盤人與潛在投資者以及其唯一董事及唯一實益擁有
人莊紫祥博士（統稱為「投資者」）訂立重組協議（「重組協議」），據此，本公司將實
施重組，當中涉及(i)以資本削減及細分方式重組本公司股本；(ii)投資者認購新股份
（「認購事項」）；(iii)本集團重組；(iv)配售代理配售新股份；(v)債權人債務償還安
排；(vi)建議償還結欠中國一間銀行的境內貸款；及(vii)股份於聯交所復牌。

持續經營基淮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虧損為人民幣23,408,000元及於2021年
12月31日，本集團有流動負債淨值及負債淨值各為人民幣534,582,000元及人民幣
490,055,000元。這些條件表明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可能對公司持續經營的能力產
生重大懷疑。因此，公司可能無法在正常經營過程中變現其資產和履行其負債。

綜合財務報表是以持續經營為基準編製及本集團的重組建議將順利完成編製，因
此，重組後本集團將可繼續履行其可見將來到期的財務義務。

倘本集團未能成功重組及持續經營業務，則須對綜合財務報表作出調整，以將本
集團資產的價值調整至其可收回金額，提供任何進一步可能出現的負債撥備。



11

3.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採納與其業務有關及於2021年1月1日開始的會計年度生效的
全部新訂及經修訂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包括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
則」）；及詮釋。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導致本集團會計政
策、本集團財務報表的呈列及本年度及過往年度呈報的金額出現重大變化。

本集團尚未應用已頒布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
開始評估這些新的和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但尚無法說明這些新的
和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是否會對其經營業績和財務狀況產生重大影響。

4. 收入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經營活動為提供光纖設計、佈放及維護服務、、其他通訊網絡服務、環
保智能技術產品及服務以及放債服務。

收入主要指來自光纖設計、佈放及維護服務的合約收入、來自其他通訊網絡服務、
環保智能技術產品及服務以及放債的合約收入。

期內，各重要收入類別的已確認金額如下：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來自光纖設計、佈放及維護服務的收入 34,733 28,100
來自環保智能技術產品及服務的收入 24,499 3,281

客戶合約收入 59,232 31,381

於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來自與四名（ 2020年：兩名）客戶交易的收入超出
本集團收入的10%。於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來自該等客戶的收入為人民幣
34,466,000元（2020年：人民幣22,59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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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及收入確認時間

於2021年及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絕大多數非流動資產均實際位於中華人民
共和國（「中國」），或分配至位於中國的業務。下表載列有關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
收入的地區資料。客戶的地理位置以提供服務或交付貨品的地點為基準。

2021年

分部 光纖 通訊網絡 放債
環保智能技術
產品及服務 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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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市場
中國（包括香港） 34,733 – – 24,499 59,232

收入確認時間
於某時間點 – – 不適用 9,154 9,154
於一段時間內 34,733 – 不適用 15,345 50,078

總計 34,733 – 不適用 24,499 59,232

2020年

分部 光纖 通訊網絡 放債
環保智能技術
產品及服務 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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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市場
中國（包括香港） 28,100 – – 3,281 31,381

收入確認時間
於某時間點 – – 不適用 595 595
於一段時間內 28,100 – 不適用 2,686 30,786

總計 28,100 – 不適用 3,281 31,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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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益╱（虧損）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的減值虧損 – (197,18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的減值虧損 – (48,431)
客戶貸款的減值虧損 – (127,355)
商譽的減值虧損 – (66,708)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減值虧損 – (123,786)
無形資產的減值虧損 – (4,130)
使用權資產的減值虧損 – (4,471)
合約資產的減值虧損 – (69,789)
應收董事款項的減值虧損 – (5,151)
以平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 
投資公平價值變動 8,555 1,500
其他 2,456 3,163

11,011 (642,342)

6. 財務成本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及其他借貸利息 3,525 3,452
租賃負債利息 528 733
公司債券的財務費用 18,290 32,262
擔保票據的財務費用 19,232 18,931

總借貸成本* 41,575 55,378
淨匯兌收益 (11,671) (17,565)

29,904 37,813

*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概無資本化任何借貸成本（ 2020年：人民幣零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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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抵免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遞延稅項 – (57)

本公司及本集團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無須根據彼等各自註冊成立
司法權區的規則及條例繳納任何所得稅。

本公司及本集團於香港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於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須按
16.5%的稅率繳納香港利得稅（2020年：16.5%）。

本集團於中國（不包括香港）成立的附屬公司於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須按
25%的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2020年：25%）。

本集團於中國成立的附屬公司中有一家已獲得稅務局批准作為高新技術企業繳納
稅項。因此，該附屬公司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享受15%的中國企業所得
稅優惠稅率。

本集團於中國成立的附屬公司中有一家已獲得稅務局批准作為於新疆省霍爾果斯
註冊的企業繳納稅項。因此，該附屬公司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五個年度免徵企業
所得稅。

本集團於中國成立的附屬公司中有一家已獲得稅務局批准作為小型低利潤企業繳
納稅項。因此，該附屬公司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享受20%的中國企業所
得稅優惠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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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稅前虧損 (23,408) (751,058)

按相關司法權區所用溢利稅率計算的 
稅前虧損的所得稅 (4,866) (155,985)
不應納稅所得額的稅務影響 (782) (863)
不可扣稅開支的稅務影響 7,645 142,487
未確認的未動用稅項虧損的稅務影響 988 14,304
上一年度未確認的未動用稅項虧損的稅務影響， 
但本年度使用 (2,985) –

所得稅抵免 – (57)

8. 年內虧損

本集團年內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存貨成本 3,511 595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926 5,804
投資物業折舊 804 1,369
使用權資產折舊 – 3,404
無形資產攤銷 – 1,867

核數師酬金 1,125 1,600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薪酬）
薪金、花紅及津貼 11,175 16,385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127 1,422

12,302 17,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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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並無不建議派付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 2020年：
無）。

10. 每股虧損

截至2021年及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虧
損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計算，計算如下：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虧損：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內權益股東應佔虧損 (23,367) (678,796)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021年 2020年
千股 千股

於1月1日已發行普通股 2,859,943 2,442,674
於2020年向本公司權益股東發行股份的影響 – 151,630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859,943 2,594,304

每股攤薄虧損

於截至2021年及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概無發行在外的攤薄潛在股份。本集團購
股權未來可能潛在攤薄每股基本虧損，但由於截至2021年及2020年12月31日止年
度內其為反攤薄，故並無列入每股攤薄虧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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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265,055 247,042
減：呆賬撥備 (228,748) (228,748)

36,307 18,294

(a) 賬齡分析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90日內 10,672 11,389
91日至180日 3,641 3,329
181日至365日 4,596 3,576
1年以上 17,398 –

36,307 18,294

個別客戶的信貸期按具體情況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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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減值

有關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的減值虧損採用撥備賬記錄，除非本集團信納
收回金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此情況下，減值虧損直接在貿易應收款項及
應收票據中撇銷。

年內呆賬撥備變動如下：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1月1日 228,748 31,564
已確認減值虧損 – 197,184

於12月31日 228,748 228,748

本集團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簡化方法採用整個生命週期預期虧損
撥備為所有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的預期信貸虧損計提撥備。為計量預期
信貸虧損，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已根據共享信用風險特徵及逾期日數進
行分組。預期信貸虧損亦包含前瞻性資料。

即期
逾期

90日內
逾期91
至270日

逾期271
至365日

逾期
1年以上 總計

於2021年12月31日

加權平均預期虧損率 0% 0% 0% 0% 93% 86%
應收回金額 
（人民幣千元） 10,672 3,641 1,659 2,937 246,146 265,055
虧損撥備 
（人民幣千元） – – – – 228,748 228,748

於2020年12月31日
加權平均預期虧損率 0% 0% 0% 0% 100% 92%
應收回金額 
（人民幣千元） 11,389 3,329 3,576 – 228,748 247,042
虧損撥備 
（人民幣千元） – – – – 228,748 228,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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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向客戶貸款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向客戶貸款 138,466 142,659
減：呆賬撥備 (138,466) (138,466)

– 4,193

向客戶貸款以港元計值。向客戶貸款按固定實際利率每年15%計息，信用期乃與客
戶共同協定。

(a) 賬齡分析

於報告期末向客戶貸款（扣除撥備）的到期情況，按訂約到期日剩餘期限的分
析如下：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年內 – 4,193

個別客戶的信用期按個別情況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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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向客戶貸款減值

除非本集團信納收回款項的金額微乎其微，否則客戶貸款的減值虧損會使用
備抵帳戶入賬，在此情況下，減值虧損會直接沖銷客戶的貸款。

年內呆賬撥備變動如下：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1月1日 138,466 11,111
已確認減值虧損 – 127,355

於12月31日 138,466 138,466

本集團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下的簡化方法，使用向客戶所有貸款的
終生預期損失準備計提預期信用損失撥備。為計量預期信用損失，已根據共
享信用風險特徵及過期日數對向客戶貸款進行分組。預期信貸損失亦包括前
瞻性資料。

即期
逾期

365日內
逾期超過

365日 總計

於2021年12月31日
加權平均預期損失率 不適用 不適用 100% 100%
應收款項金額（人民幣千元） – – 138,466 138,466
虧損撥備（人民幣千元） – – 138,466 138,466

於2020年12月31日
加權平均預期損失率 不適用 94% 100% 97%
應收款項金額（人民幣千元） – 73,885 68,774 142,659
虧損撥備（人民幣千元） – 69,692 68,774 138,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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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合約資產

收益相關項目披露：

於
2021年

12月31日

於
2020年

12月31日

於
2020年
1月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合約資產－建設 30,098 – 115,204
合約資產－諮詢 – – 326

合約資產 30,098 – 115,530

分析如下：
流動資產 30,098 – 17,008
非流動資產 – – 98,522

30,098 – 115,530

合約應收款項（計入貿易應收款項） 36,307 18,294 177,571

年內合約資產的重大變動：

2021年 2020年
合約資產 合約資產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由於年內經營而增加 34,733 28,100
轉撥合約資產至應收款項 (4,635) (73,841)
合約資產減值虧損 – (69,789)

合約資產指本集團就向客戶轉讓產品或服務而收取代價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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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認購股份的其他應收款 115,457 115,457
預付給第三方的資金 44,559 –
存貨預付款項 17,813 10,966

177,829 126,423

15.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第三方貿易款項 144,967 105,587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應計開支 16,247 13,591
－應付員工相關成本 19,277 18,465
－其他應付稅項 2,156 737
－應付利息開支 19,894 16,369
－其他 55,312 54,364

112,886 103,526

總計 257,853 209,113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付款項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90日內 24,148 11,607
91日至180日 12,361 3,681
181日至365日 3,590 9,410
1年以上 104,868 80,889

144,967 105,587



23

16. 股本

本公司股本變動如下：

股份數目
千股 千港元

法定：
每股0.10港元的普通股 4,000,000 400,000

已發行及繳足普通股：

股份數目
千股 人民幣千元

於2020年1月1日 2,442,674 203,023
已發行股份 417,269 37,244

於2020年及2021年12月31日 2,859,943 240,267

於2020年8月21日，本公司按認購價每股認購股份0.31港元向認購人配發及發行合
共417,269,000股本公司認購股份。41,727,000港元（相等於約人民幣37,244,000元）已
計入股本，而87,626,000港元（相等於約人民幣78,213,000元）則已計入股份溢價賬。

於2022年7月5日，本集團的訴訟律師收到認購人於2022年7月4日出具一封信函之
電子副本，聲稱所有文檔，包括但不限於意向書、授權書、認購協議及付款委託書
中代表認購人的所有簽名及於文檔中蓋上認購人印章都是偽造的。因此，所有文
檔以及該認購，都是未經授權的。

本公司仍未能取回認購金額，及有鑑於本公司一直等待認購人有關交付有關股份
證書的進一步指示及確認，因而尚未交付予認購人有關的已發行的股份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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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管理

本集團管理資本的主要目標為保障本集團的持續經營的能力，務求其可透過使產
品及服務的定價與風險水平一致及透過按合理成本取得融資繼續為股東提供回報
及為其他利益相關者提供利益。

本集團積極及定期審閱及管理其資本結構，以維持以較高借貸水平可能取得的較
高權益股東回報與穩健資本狀況提供的優勢及保障之間取得平衡，並就經濟狀況
的變動對資本結構作出調整。

本集團策略為維持經調整淨資產負債率於可接受水平。為維持或調整該比率，本
集團可能調整向權益股東支付的股息金額、發行新股份、將資本退還予權益股東、
募集新債務融資或出售資產以減少負債。

獨立核數師報告摘要

以下為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財務報表的
獨立核數師報告摘要。

我們不對　貴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以及綜合財務報表是否已根據《香港公
司條例》的披露規定妥為編製發表意見。乃由於本報告不發表意見之基準
一節所述有關事項的重要性，我們未能取得充足適當的審核憑證已就該等
綜合財務報表提供審計意見的基礎。

不發表意見之基準

1. 每股虧損、其他應收款項、股本及股份溢價

誠如綜合財務報表附註39所披露，於2020年8月21日，　貴公司已配發
及發行合共417,269,000股　貴公司認購股份予認購人，認購價為每股
HK$0.31認購股份。

於2022年7月5日，　貴集團訴訟律師收到認購人發出日期為2022年7月
4日的函件的電子副本，聲稱有關潛在合作及認購事項的文檔，包括但
不限於意向書、授權書、認購協議及委託書中認購人代表的所有簽名
及於文檔中蓋上的認購人印章都是偽造的，因此，所有文檔以及該認
購都是未經授權的。

貴公司仍未能取回認購金額；及有鑑於　貴公司仍在等待認購人有關
相關股份證書的進一步交付指示及確認，故　貴公司已發出相關股份
證書但尚未交付予認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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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尚未取得充分適當的審核憑證令我們信納 ( i )股份認購
是否已於截至2021年及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妥為入賬；(ii)於2021
年及2020年12月31日股份認購的其他應收款項的賬面值約人民幣
115,457,000元及其可收回性；(iii)股本結餘約人民幣240,267,000元是
否已於2021年及2020年12月31日妥為入賬；(iv)股份溢價結餘約人民幣
513,123,000元是否已於2021年及2020年12月31日妥為入賬；(v)股本及
股份溢價變動是否已於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妥為入賬；(vi)每股
基本及攤薄虧損人民幣0.82分及人民幣26.16分是否已於截至2021年及
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妥為入賬；及(vii)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6、28、39
及40是否妥為披露每股虧損、其他應收款項、股本及股份溢價相關披
露事項。

2.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儘管　貴集團尚未取得相關法定所有權，
惟董事決定確認若干寫字樓為物業、廠房及設備，理由為根據法律意
見及　貴集團實際上控制該等寫字樓，彼等預期日後轉讓法定所有權
應無重大困難。

儘管　貴集團一直要求物業發展商作出轉讓，惟該等寫字樓的法定所
有權尚未轉讓。於2020年12月28日，物業發展商的債權人已沒收該等寫
字樓。該事件後，　貴集團對物業發展商及相關人士提出訴訟，以就該
等寫字樓的任何虧損提出索償。有關訴訟至今仍在進行。

因此，我們尚未取得充分適當的審核憑證，令我們信納(i)沒收該等寫
字樓是否已於截至2021年及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妥為入賬；(ii)租賃
土地及樓宇的減值虧損約人民幣113,599,000元是否已於截至2020年12
月31日止年度妥為入賬；及(iii)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7披露的物業、廠房
及設備相關披露事項。

3. 以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股本投資

我們並無獲提供充分憑證令我們信納於2021年及2020年12月31日的綜
合財務狀況表內以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股本投資賬面值的估值
人民幣22,036,000元及其可收回性。我們未能取得有關該等股本證券的
財務資料以評估其公平值及　貴集團投資的可收回性。概無其他充分
審核程序可供我們採納，以釐定是否應於綜合財務報表中計提任何公
平值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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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第1至3點所述數字的任何調整均可能會對　貴集團截至2021年及2020
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表現及綜合現金流量、　貴集團於2021年及
2020年12月31日的綜合財務狀況以及綜合財務報表內的相關披露事項產生
重大相應影響。

4. 有關持續經營的重大不確定性

我們提述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當中提及　貴集團截至2021年12月31
日止年度產生虧損人民幣23,408,000元，且於2021年12月31日，　貴集
團有流動負債淨額人民幣534,582,000元及負債淨額人民幣490,055,000
元。該等狀況表明存在或會使　貴集團持續經營能力嚴重成疑之重大
不確定性。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其有效性取決於若
干為提供流動資金及現金流量而改善財務狀況的措施的成功結果。綜
合財務報表並不包括未能改善財務狀況、提供流動資金及現金流量而
導致的任何調整。我們認為，重大不明朗因素已於綜合財務報表充分
披露。

然而，我們未能取得充分適當的審核憑證，以令我們信納上文所述改
善其財務狀況、提供流動資金及現金流量的若干措施的成功結果是否
有效。概無其他充分審核程序可供我們採納，以釐定若干措施會否帶
來成功結果以改善其財務狀況、提供流動資金及現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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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就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獨立核數師報告所載不發表意見的回
應

本公司獨立核數師中匯安達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核數師」）於2021年年
報所載之獨立核數師報告（「獨立核數師報告」）內表示，他們未能就於獨立
核數師報告摘要中提出的事項發表意見（「不發表意見」）。

下文載列本公司已採取╱將採取的行動以解決各項不發表意見的依據：

不發表意見之基準

1. 每股虧損、其他應收款項、股本及股份溢價

本公司已採取╱將要採取的行動

本公司意願於有關公安司法機關完成調查後於2023年撤銷該認購。此
後，可以預計：

(1) 本集團截至2022年12月31日及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
報表中的相關相應數字，類似的不發表意見預計將於截至2022年
12月31日及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核數師報告中再次出現（僅對
應數位）。

(2) 本集團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將不會有任何
審計修正。

2. 物業、廠房及設備

假設訴訟於2023年獲勝，預計：

(1) 損失將可收回。

(2) 本集團截至2022年12月31日及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
報表中的相關相應數字，類似的不發表意見預計將於截至2022年
12月31日及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核數師報告中再次出現（僅對
應數位）。

(3) 本集團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將不會有任何
審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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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股本投資

本公司已採取╱將要採取的行動

有關無法提供中國光纖集團的會計記錄而無法發表意見的事宜，將在
恢復後通過出售給上市公司計劃公司的方式，將中國光纖集團的財務
業績和狀況分拆處理。

根據與核數師的討論，鑑於上述在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確認的
分拆，預計：

(1) 本集團於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利潤表中，對本次取
消綜合的會計處理方法發表了不發表意見的聲明。

(2) 由於取消綜合的損益將在本集團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綜
合財務報表中顯示為相應數字，預計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
的審計報告中將再次出現類似的不發表意見。

(3) 本集團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不會進行任何
審計修正。

4. 有關持續經營的重大不確定性

本公司已採取╱將要採取的行動

與持續經營有關的不確定性事項將在不存在可能對本集團的持續經營
假設產生重大疑慮的事項或情況及下列事項發生後予以解決，包括但
不限於：

(1) 本集團保持淨資產和流動資產淨額狀況以及充足的營運資金；和

(2) 撤回呈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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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淨資產狀況

本公司將通過上市公司計劃重組其債務。復牌後，本集團將通過
出售給上市公司計劃公司的方式，將虧損的中國光纖集團的財務
業績和淨負債狀況解除合併。於上市公司計劃生效之日（即交割
時）對本公司提出的所有索償，將因上市公司計劃的實施而完全及
最終解除。其後，餘下集團將維持淨流動資產及淨資產狀況。自重
組完成之日起至少未來12個月內，保留集團將有足夠的營運資金
滿足其需求。

(2) 撤回呈請：

待上市公司計劃生效後，香港法院將發出的撤回呈請及解除清盤
人的命令將生效。

移除不發表意見

於編製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時，董事會將考慮
不發表意見。董事會將負責依據於2022年12月31日的狀況及情況評估
本公司的持續經營能力。

假設(i)上述所有行動計劃均可按計劃實施；(ii)本集團的業務、營運及
財務狀況並無其他其他重大不利變動；(iii)能夠向本公司的核數師提供
證明本集團的持續經營能力的支持證據，且獲核數師信納；及(iv)能夠
向本公司核數師提供證實在復牌後通過出售給上市公司計劃的不再綜
合中國光纖集團的財務業績和狀況方式的會計處理之支持證據，且獲
核數師信納，本公司相信其核數師將能於發表本集團截至2024年12月
31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的審核意見時移除相關不發表意見。本集
團將與其核數師密切合作，以根據上市規則及相關監管規定及時就本
集團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作出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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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公司簡介

本集團主要從事提供光纖設計、佈放及維護服務、其他通訊網絡服務、環保
智能技術產品及服務以及借貸服務。

光纖設計、佈放及維護服務

集團在光纖設計，佈放及維護服務方面的競爭優勢包括：(1)通過傳統的佈
放方法，微管道和微型電纜系統集成方法為客戶提供靈活的解決方案；(2)
註冊多項專利並獲得在多個城市╱地區使用排水系統以促進中國電信行業
業務發展的權利。通過結合使用排水系統和微導管以及微型電纜技術來鋪
設光纜是一種可以在更短的時間內以較低的成本構建覆蓋範圍最廣的網絡
的技術。在將微型電纜和微管道集成技術應用於中國雨水管道鋪設光纖網
絡方面，集團擁有豐富的經驗和顯著的優勢。

其他通訊網絡服務

除光纖相關服務外，本集團亦提供與通訊網絡的設計、建設及維護有關的
其他綜合服務。

環保智能技術產品及服務

提供環保智能技術產品及服務是2018年以來的一個新分部。為客戶提供(1)
根據大數據分析提供環保相關服務及解決方案，(2)主要與基於互聯網和物
聯網的硬件及軟件系統設計、開發及整合有關，及(3)量身打造的訂製化系
統與提供營運及保養服務。

借貸

借貸業務是從2017年7月展開的一項經營分部。本集團已根據香港法例第
163章放債人條例取得香港放債人牌照。牌照已於2021年5月22日到期。借
貸分部主要賺取向第三方貸款產生的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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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本年度，本集團收入為人民幣59,232,000元，較上一財政年度增加人民幣
27,851,000元或88.8％。收入增加主要是由於增加提供提供光纖設計、佈放
及維護服務、其他通訊網絡服務、環保智能技術產品及服務所至。

截至本年度，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虧損人民幣23,367,000元，較
2020年同期的虧損人民幣678,796,000元減少約96.6%。

業務回顧

由於中國傳統光纖佈放業務及環保智能技術產品及服務的競爭日趨激烈，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年度」）的經營環境依然嚴峻。儘管如此，在新
型冠狀病毒(COVID-19)反覆發作和爆發之前，本集團在2021年下半年完成
了某些項目，從而實現了業績的改善。

本集團預期經營環境仍然嚴峻。然而市場對無線技術的應用，雲計算、大數
據及數據中心等的普及化，加上系統技巧升級、4G及5G的應用，預期將令
全世界的帶寬的需求在未來數年以倍數增加。光纖寬帶網絡建設是各基建
的先頭部隊，是一帶一路周邊經濟發展的第一環，需要更新現有網絡及鋪
設新的網絡以配合當地未來的發展需要。本集團現正積極尋找於中國及海
外拓展原有業務的商機。最終，本集團於2021年年底在泰國設立新的光纖
服務運營中心，為位於泰國的客戶提供服務。

光纖設計、佈放及維護服務、其他通訊網絡服務、環保智能技術產品及服務
的收入顯著增長。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在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反覆復現
和爆發前完成了從2010年延期至2021年才進行的所有服務。

本年度，來自與四名（ 2020年：兩名）客戶交易的收入超出本集團收入
的10%。該等客戶的累計收入為人民幣34,466,000元（ 2020年：人民幣
22,590,000元）。來自本集團五名最大客戶約佔總銷售額的67.5％（ 2020：
85.2％）。來自最大客戶約佔總銷售額的19.7％（2020年：41.6％），為人民幣
11,671,000元（ 2020年：人民幣13,066,000元）。從集團的五家最大供應商進
行的採購額約為35.4%（ 2020年：16.4%）。從最大供應商進行的採購額約為
11.9%（2020年：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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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董事會所知，本年度內，董事，其緊密聯繫人及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數
量不超過5％以上的股東均未對本集團五大客戶或供應商中的任何一家擁
有任何實益權益。

收入

本年度，本集團收入為人民幣59,232,000元，較上一財政年度增加人民幣
27,851,000元或88.8％。收入增加主要是由於增加提供光纖設計、佈放及維
護服務、其他通訊網絡服務及提供環保智能技術產品及服務所致。

主因是由於以環保智能技術產品收入增加人民幣21,218,000元。於2020年，
隔離令，特別是於北京市內或周邊城區，導致社會和經濟活動暫停，並惡化
了環保智能技術產品及服務的表現，因其主要客戶位於這些區域內。公司
能夠趕上這些主要客戶，並於2021年完成服務。

提供光纖設計、部署及維護服務收入輕微增加人民幣6,633,000元。主要是
維修服務收入產生所致。

毛利╱（損）

本集團於本年度錄得毛利，而上一財政年度同期則錄得毛損。毛利率的增
加主要是由於提供光纖設計、佈放及維護服務、其他通訊網絡服務、環保智
能技術產品及服務的利潤率提高所致。

其他收益╱（虧損）

其他收益╱（虧損）減少的主要原因是：1）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的減值
虧損減少為零（2020：人民幣197,184,000）； 2)客戶貸款的減值虧損減少為零
（ 2020：人民幣127,355,000）； 3)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的減值虧
損減少為零（2020：人民幣48,431,000）； 4)商譽的減值虧損減少為零（2020：
人民幣66,708,000）； 5)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減值虧損減少為零（ 2020年：
人民幣123,786,000）；6)合約資產的減值虧損減少為零（ 2020年：人民幣
69,789,000）；及7）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投資公平價值
變動收益增加人民幣8,555,000元（2020年：人民幣1,5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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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成本

財務成本主要包括銀行及其他借貸、公司債券及擔保票據收取的利息及債
務外匯差異淨額。財務成本減少主要是由於人民幣兌換港幣由去年同期的
1.19升值約3.0%至本年度的1.22，導致將港元兌換為人民幣的匯兌損失減
少。由於本集團大部分財務成本以港元列賬，將港元計值的金額換算為人
民幣會導致外匯波動。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虧損

誠如以上所述之原因，截至本年度，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虧
損人民幣23,367,000元，較2020年同期的虧損人民幣678,796,000元減少約
96.6%。

以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股本投資

以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股本投資包括投資人民幣22,036,000元於
Sino Partner股權的1.76%。Sino Partner主要從事設計、開發、生產及銷售
「Apollo」品牌名下高約性能超級跑車。

公司債券

於2017年6月27日，本公司向Donghai Investment Fund Series SPC發行面值為
4,000,000美元（相等於31,200,000港元）的可換股債券以為本集團籌集資金。
所有這些可轉換債券的到期日均為2年，自發行之日起計算，年息率為8%及
須每半年償還一次。該等可換股債券由姜先生擔保。此外，發生（其中包括）
下述任何事件即構成相應可換股債券文據下的違約事件：(i)姜先生不再擔
任董事會主席；(ii)姜先生以其個人能力或透過其控制的任何實體合計不再
擁有及控制本公司已發行股份逾30%；及(iii)姜先生的全部或任何大多數資
產為代表任何國家、地區或當地政府機關行事的人士徵用、沒收或挪作他
用。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17年6月15日及2017年6月27日的公告。

這些可換股債券已於2019年6月27日到期。公司將根據與債券持有人達成共
識的新還款計劃償還可換股債券的所有未償還金額。由於兌換權已屆滿，
可換股債券的未償還金額轉撥至公司債券。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
司日期為2019年7月17日及2019年7月18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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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保票據

於2017年1月及2017年6月，本公司分別發行面值為10,000,000美元（相等於
約78,000,000港元）及4,000,000美元（相等於約31,200,000港元）的擔保票據。
該等擔保票據由姜先生擔保。此外，發生（其中包括）下述任何事件即構成
相應票據文據下的違約事件：(i)姜先生不再擔任董事會主席；(ii)姜先生以
其個人能力或透過其控制的任何實體合計不再擁有及控制本公司已發行股
份逾30%；及(iii)姜先生的全部或任何大多數資產為代表任何國家、地區或
當地政府機關行事的人士徵用、沒收或挪作他用。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
為2017年1月18日、2017年2月10日、2017年6月15日、2017年6月27日及2019
年1月17日的公告。

所有擔保票據的期限均為兩年，年息率為1 1 %及須每半年償還一次。
4,000,000美元擔保票據及10,000,000美元擔保票據分別於2019年6月27日及
2019年7月17日到期。本公司將根據與認購者達成共識的還款計劃償還擔保
票據的所有未償還金額。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7月
17日及2019年7月18日的公告。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2021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約為人民幣261,109,000元（ 2020年12
月31日：人民幣209,894,000元），包括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人民幣15,645,000
元（ 2020年12月31日：人民幣21,652,000元）。本集團的非流動負債及流動負
債各自約為人民幣2,579,000元及人民幣795,691,000元（2020年12月31日：人
民幣116,981,000元及人民幣606,051,000元），主要包括日常業務過程中產生
的應付款項、公司債券、擔保票據、銀行和其他借貸。因此，於2021年12月
31日的流動比率（即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之間的比率）約為0.33（ 2020年12
月31日：0.35）。

本集團主要採用內部產生的現金流量、銀行融資及發行債券為其業務營運
提供資金。

資產負債比率

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根據調整後的淨負債資本比率計算。為此，調整後
的淨負債的定義為總負債（包括銀行及其他借款、公司債券、可換股債券及
擔保票據）減銀行現金及手頭結餘及受限制銀行存款。資本包括股權的所
有組成部分。於2021年12月31日，資產負債比率為約(96.4)%（ 2020年12月31
日：約(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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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務政策

本集團在庫務政策方面採用謹慎的財務管理方法，因此於整個回顧期間維
持穩健的流動資金狀況。本集團致力透過進行持續的信貸評估及評估客戶
的財務狀況降低信貸風險。為管理流動資金風險，董事會密切監查本集團
的流動資金狀況，以確保本集團資產、負債及其他承擔的流動資金結構符
合不時的資金需求。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的銀行貸款以人民幣計值，並按固定
利率計息。

外匯風險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我們的公司債券及擔保票據以外幣計值，因
此我們於報告日期換算以外幣計值的款項將承擔外匯風險。截至2021年12
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並未從事任何衍生工具活動，亦未採用任何財務工
具對沖其外匯風險。

資本架構

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本公司資本主要包括普通股及資本儲備。

資本承擔

於2021年12月31日的財務報表中的已訂約但未撥備資本承擔為零（ 2020年
12月31日：零）。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股息（2020年：無）。

有關僱員的資料

於2021年12月31日，本集團擁有162名僱員（ 2020年12月31日：150名），包括
執行董事。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員工成本（包括董事薪酬）總額為約
人民幣12,302,000元，而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為約人民幣17,807,000
元。薪酬乃參照市場標準、個別僱員的工作表現、資歷及經驗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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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基本薪金外，亦可能會根據本集團的業績表現及僱員個人表現發放花
紅。其他員工福利包括向香港強積金計劃供款及遵照中國規則及規例及中
國地方機關現行政策規定，為本集團聘用的員工設立多項福利計劃，包括
提供退休金、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及其他相關保險，以及購股權計劃。

資產抵押

於2021年12月31日，本集團沒有已抵押的銀行存款以取得銀行及其他借貸
（2020年12月31日：無）。

或然負債

於2021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2020年12月31日：無）。

其他資料

購買、出售或贖回

本公司的上市證券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
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任何上市證券。

自2021年之重要事項

1. 法院清盤及委任臨時清盤人

a. 於2021年2月4日，李忠（「呈請人」）根據香港法例第32章《公司（清盤
及雜項條文）條例》（「該條例」）向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高等
法院」）提交呈請（「清盤呈請」），清盤呈請乃針對本公司未能償還
由其向呈請人發出的8,000,000港元債券所產生的利息及法律費用
合共565,000港元而作出，呈請人在清盤呈請中指出，基於本公司
無力償債及未能支付其債務，或公平公正的理由，要求將本公司
清盤。清盤呈請在2021年5月5日上午10時正於高等法院進行聆訊，
本公司亦於同日被高等法院頒令清盤。破產管理署署長獲委任為
本公司的臨時清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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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法例第32章《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第182條，清盤
開始後就本公司財產包括據法權產作出的任何產權處置，以及任
何股份轉讓或本公司成員地位的任何變更，除非法院另有命令，
否則均屬無效。

b. 於2021年2月18日，但曉冬（「但」）根據該條例向高等法院提交清盤
呈請，該呈請針對本公司未能償還於2020年9月25日在高院民事訴
訟2020年第200號獲判的未償還判定債項8,500,000港元及其利息。
該呈請指出，基於本公司無力償債及未能支付其債務，但要求將
本公司清盤。該呈請於2021年5月31日被高等法院駁回。

c. 於2021年3月10日，張文凱（「張」）根據該條例在HCCW 105/2021向
高等法院提交清盤呈請，該呈請針對本公司未能償還由其向張發
出的10,000,000港元債券所產生的利息700,000港元。該呈請指出，
基於本公司無力支付其債務，張要求將本公司清盤。該呈請於2021
年5月24日被撤回。

d. 於2021年4月19日，姚弘毅（「姚」）根據該條例在HCCW 154/2021向
高等法院提交清盤呈請，該呈請針對本公司未能償還由其向姚發
出債券及利息合共7,800,000港元。該呈請指出，基於本公司無力償
債及未能支付其債務，姚要求將該本公司清盤。該呈請於2021年6
月11日被撤回。

2. 公司股份暫停買賣

鑑於上述高等法院頒令清盤令事宜，本公司股份自2021年5月5日下午3
時正起暫停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買賣及將繼續暫停買賣，直至
達成復牌指引及其任何補充或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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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委任臨時清盤人

於2021年5月7日，破產管理署署長暨臨時清盤人已根據《公司（清盤及
雜項條文）條例》第227A及227B條的規定向法院提交規管令申請，要求
法院頒布有關命令，包括委任同任職於保華顧問有限公司陳浩然先生
及徐麗雯女士為本公司的共同及各別清盤人。

根據高等法院於2021年6月25日之命令，宏傑亞洲有限公司的何文傑先
生和江詩敏女士被委任為本公司之共同及各別清盤人（「清盤人」）。

4. 本公司之上市情況

於2021年7月7日及2022年9月22日，本公司接獲聯交所函件，當中聯交
所為本公司載列以下復牌指引：

(a) 就符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公告所有未曾刊發財務
業績並處理任何審計修改；

(b) 證明本公司符合上市規則第13.24、3.10、3.10A、3.21及3.28條；

(c) 針對本公司的清盤令已被撤回或被駁回，並且清盤人（臨時與否）
已獲解除；

(d) 通知市場所有重要信息，以供本公司股東及其他投資者評估本公
司的狀況；

(e) 對涉嫌未經授權之認購進行獨立法證調查，公佈調查結果及採取
適當補救行動；及

(f) 進行獨立內部監控檢討，並證明本公司訂有符合上市規則的充分
內部監控及程序。

聯交所進一步表示，倘若本公司情況發生變化，聯交所可能會修訂或
補充復牌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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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本公司未能於2022年11月4日前或聯交所釐定的較後日期，達成上述
復牌指引，則聯交所上市科或會建議上市委員會展開取消本公司之上
市地位。本公司正採取多項措施以履行復牌指引，其中包括：

(i) 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加入董事會及擔任提名委員會、薪酬委員會
及審核委員會成員自2022年5月25日起生效（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
2022年5月24日的公告）；

(ii) 就涉嫌未經授權的認購設立特別調查委員會及委任獨立調查員
（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22年9月16日的公告）；及

(iii) 委任本公司公司秘書（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22年10月26日之公
告）。

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第3.10、3.10A、3.21及3.28條。
除上文所述者外，復牌指引尚未獲履行。

茲提述日期為2021年12月9日的紀律行動聲明，其中涉及聯交所對公司
的紀律行動。

上市委員會裁定本公司違反了：

(1) 第13.25(1)(b)條，因其在被提出清盤呈請後未有通知聯交所及刊發
公告。披露責任是在發行人得悉清盤呈請被提出時便即時產生，
而不是取決於呈請的結果或呈請是否於聆訊日前能得到解決。

(2) 第13.49(1)及13.46(2)(a)條，因其未有於指定時限內刊發其截至
2020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的年度業績及送交其截至2020年12月
31日止財政年度的年度報告。

5. 集團重組過程

於2022年3月29日，本公司、GSC Limited（前稱銀商服務有限公司）（「潛
在投資者」）及姜長青先生（「姜先生」）訂立框架協議，內容有關（其中
包括），潛在投資者有意向本公司投入一筆總額為100,000,000港元之資
金（旨在實施重組及就此而進行投資），其中涉及(i)可能認購事項；(ii)
香港及開曼群島的安排計劃或本公司與其債權人訂立的替代債權人安
排，以清償本公司應付該等債權人的所有尚未償還款項；及(iii)資本重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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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根據框架協議，本公司及潛在投資者已約定潛在投資者將向本
公司初步提供一筆金額為10,000,000港元的貸款，貸款分兩期支付，其
貸款所得款項將用於償付有相關重組的部分專業費用墊付予清盤人代
表本公司控制的信託銀行帳戶（「信託銀行帳戶」）內。全額10,000,000港
元已由潛在投資者墊付予信託銀行帳戶內。

潛在投資者也同意向本集團提供臨時融資，以便全面支持本集團於香
港業務營運的營運資金要求。本公司同意以潛在投資者為受惠人就作
為投資者付款抵押向潛在投資者收取臨時融資的營運公司的全部股本
授出一項固定押記。

倘可能認購事項得以落實，於可能認購事項完成後，潛在投資者及與
其一致行動之人士可於本公司經配發及發行認購股份而擴大之全部已
發行股本中合共擁有超過50%之權益，此可能會導致本公司的控制權
發生變化，屆時將觸發潛在投資者（及任何與其一致行動之人士）根據
收購守則規則26.1對所有股份（潛在投資者或與其一致行動之人士已經
擁有或同意將予以收購者除外）作出強制性無條件全面要約的責任。

於2022年9月29日，本公司及清盤人與潛在投資者以及其唯一董事及唯
一實益擁有人莊紫祥博士（統稱為「投資者」）訂立重組協議（「重組協
議」），據此，本公司將實施重組，當中涉及(i)以資本削減及細分方式重
組本公司股本；(ii)投資者認購新股份（「認購事項」）；(iii)本集團重組；
(iv)配售代理配售新股份；(v)債權人債務償還安排；(vi)建議償還結欠中
國一間銀行的境內貸款；及(vii)股份於聯交所復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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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涉嫌未經授權之認購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1月3日之公告，內容有關與一位獨立投資
者新疆博潤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前稱新疆博潤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新疆博潤」）及北京未來空間智宅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未來空間」）就
可能的業務合作（「潛在合作」）訂立意向書（「意向書」）及於日期為2020
年8月21日之公告（「公告」），內容有關新疆博潤成功按每股0.31港元認
購合共417,269,077股本公司繳足股份（「新疆認購」）。

於2022年7月5日，北京市銀奧律師事務所（「訴訟律師」）收到新疆博潤
於2022年7月4日出具一封信函之電子副本。該信函聲稱所有有關新疆
博潤潛在合作及新疆認購文檔，包括但不限於意向書、新疆博潤據稱
於2020年1月2日發出授權郭女士及孫先生處理新疆認購之授權書、有
關新疆認購之認購協議及新疆博潤據稱向北京聚邦久久投資管理有限
公司發出付款委託書中代表新疆博潤的所有簽名授權於文檔中蓋上新
疆博潤印章都是偽造的。因此，所有文檔以及該認購，都是未經授權的
（「涉嫌未經授權之認購」）。新疆博潤信函電子副本分別於2022年7月5
日及2022年8月12日由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優通未來空間（北京）科
技發展有限公司（「優通北京」）之代表及訴訟律師發給本公司之清盤人
（「清盤人」）。

股東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22年9月16日之公告，以獲取有關新疆認購
及本公司其後採取之行動的更多資料。

7. 對中國移動通信的仲裁

自2018年9月起，本集團全資附屬公司河北昌通通信工程有限公司（「河
北昌通」）就中國移動通信集團河北有限公司（「中國移動河北」）償還長
期欠付的服務費及利息向石家莊仲裁委員會及其他仲裁委員會已提出
多次仲裁申請（「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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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報告日期，河北昌通已申請就針對中國移動通信河北公司的仲裁
償還總額約人民幣324.66百萬元，石家莊仲裁委員會及其他仲裁委員
會已判令中國移動通信河北公司就仲裁償還總額約人民幣132.12百萬
元。餘下未裁決服務費及利息金額須待石家莊仲裁委員會及其他仲裁
委員會未來裁決後方可作實。

更多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10月30日有關仲裁的公告。

競爭利益

於2021年12月31日，除於本集團的權益外，董事及控股股東或彼等各自的
聯繫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概無於可能直接或間接與本集團業務構成競爭
的任何其他公司中擁有任何權益。

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

於本公司股份在創業板上市期間，本公司已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
行為守則，該等守則條款的嚴格程度不遜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
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載的買賣規定準則。自
本公司股份於2014年8月1日於聯交所主板成功上市以來，本集團繼續並將
繼續確保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相應條文。經對所有董事作出特別查詢
後，於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整個年度，本公司並無知悉任何不遵守該買
賣規定準則及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的事宜。

企業管治守則

經審閱本公司的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慣例及企業管治守則（「企
業管治守則」）的相關規例，董事會信納本公司於本年度已遵守企業管治守
則條文，惟以下情況除外：

延遲刊發2020年度業績，2021年中期業績及2021年度業績及延遲寄發2020
年度報告，2021年中期報告及2021年度報告

根據上市規則第13.46條及第13.49條，本公司須於報告期結束後三個月內
（即3月31日或之前）刊發有關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的全年業績，並在不遲
於報告期結束後四個月內（即4月30日或之前）向本公司股東（「股東」）寄發
其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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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第13.49(6)條及第13.48條，本公司須於六個月報告期結束後
二個月內（即8月31日或之前）刊發有關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
並在不遲於報告期結束後三個月內（即9月30日或之前）向本公司股東寄發
其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

本公司延遲刊發2020年度業績，2021年中期業績及2021年度業績及寄發
2020年度報告，2021年度中期報告及2021年度報告。由於需花費更多時間
完成截至2020年12月及2021年12月止年度本集團財務報表的審計。

不符合上市規則第3.10，3.10A，3.21及3.28條及不遵守企業管治守則A.5.1

自2021年5月5日起，陳愛莊女士（「陳女士」）辭任本公司公司秘書。

自2021年5月5日起，孟繁林先生（「孟先生」）辭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本公司審計委員會成員（「審計委員會」）、薪酬委員
會成員（「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主席（「提名委員會」）職務。

自2021年5月6日起，滕訊女士（「滕女士」）辭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本公
司審計委員會主席、薪酬委員會成員和提名委員會成員職務。

緊接陳女士、孟先生及滕女士之辭任，本公司未能符合上市規則的如下規
定：

i. 上市規則第3.28條規定本公司必須委任一名個別人士為公司秘書；

ii. 上市規則第3.10及3.10A條規定獨立非執行董事須佔董事會人數至少三
分之一，且至少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須具備適當專業資格或具備適當
會計或相關財務管理專長；

iii. 上市規則第3.21條規定審核委員會至少要有三名成員，其中又至少要
有一名是如《上市規則》第3.10(2)條所規定具備適當專業資格，或具備
適當的會計或相關的財務管理專長的獨立非執行董事；及

iv. 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A.5.1規定提名委員會應由
董事會主席或獨立非執行董事擔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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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上市規則第3.10, 3.10A、3.21及3.28條及企業管治守則第A.5.1

委任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本公司已採納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其將力求甄選最合適的候選人以獲
委任為董事會成員。

孟繁林先生於2021年5月5日辭任獨立非執行董事。

滕訊女士於2021年5月6日辭任獨立非執行董事。

計惠芳女士於2021年12月15日辭任執行董事。

莫鈞亮先生獲委任為執行董事，自2022年3月29日起生效。

吳函璞女士於2022年6月6日辭任獨立非執行董事。

莫漢銧先生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主席以及提名委員會及
薪酬委員會各自之成員，自2022年5月25日起生效。

馬有恒先生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提名委員會主席以及審核委員會及
薪酬委員會各自之成員，自2022年5月25日起生效。

葛淩躍先生於2022年6月6日辭任非執行董事。

張國和先生已獲委任為本公司公司秘書，自2022年10月26日起生效。

緊接委任莫漢銧先生及馬有恒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以及各董事委員會的
成員，自2022年5月22日起，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第3.10， 3.10A及3.21條
及企業管治守則第A.5.1。

緊接委任張國和先生為本公司公司秘書，自2022年10月26日起，本公司已
遵守上市規則第3.2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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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本公司管理層審閱及討論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
例、風險管理和內部控制系統。審核委員會亦審閱本集團截至2021年12月
31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及本年度業績公告。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
執行董事組成，彼等並非由本公司前任或現任核數師所僱用，與彼等亦無
聯繫。

中匯安達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的工作範圍

載列於公告中本集團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
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及相關附註中的數字已經由本集團核數師中匯安達
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按本集團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
財務報表所載金額進行核對。中匯安達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就此執行的
相關工作並不構成核證聘用，因此中匯安達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亦不會
就本公告發表意見或核證結論。

刊登業績公告及年報

本公司截至 2 0 2 1年 1 2月 3 1日止年度之業績公告刊載於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年報將於適時刊載於上
述網站並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對全體員工勤奮盡職致以衷心謝意。

中國優通未來空間產業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清盤中）

共同及各別清盤人
何文傑先生

香港，2022年11月4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姜長青先生、趙峰先生、劉建洲女士、陳齊爭先生、劉
震先生及莫鈞亮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海玉先生、莫漢銧先生及馬有恒先生。

凡本公司於香港的事務、業務及財物，均由共同及各別清盤人何文傑先生及江詩敏女士
僅是以本公司代理人身份管理，並沒有任何個人責任。

董事及清盤人願就本公告所載資料之準確性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並在作出一切
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本公告所表達之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始發表，且
本公告並無遺漏任何其他事實，致使本公告任何內容產生誤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