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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內所用之商標及版權如下：

Godzilla vs. Kong©2021之版權屬於傳奇影業，版權所有，不得翻印。©2021之版權屬於TOHO CO., LTD，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  G u r u  S t u d i o ©2 0 2 1之版權屬於G u r u  A n i m a t i o n  S t u d i o  L t d .，版權所有，不得翻印。 •  傳奇影
業 T M & ©2021之版權屬於傳奇影業，版權所有，不得翻印。 •  M i r a c u l o u s：T a l e s  o f  L a d y b u g  & C a t  N o i r  – 
M i r a c u l o u s ™之商標屬於Z A G T O O N - M E T H O D，版權所有，不得翻印。©2 0 2 1  Z A G T O O N－版權所有，不得
翻印。•  Pikwik Pack©2021之版權屬於Guru Animat ion Studio Ltd，版權所有，不得翻印。•  Spy Ninjas©2021
之版權屬於D A V C H Y  I P  H O L D I N G S ,  L L C，版權所有，不得翻印。 •  東寶 ©2 0 2 1之版權屬於T O H O  C O . , 
L T D.，版權所有，不得翻印。 •  華納兄弟 T M & ©2021之版權屬於W a r n e r  B r o s .E n t e r t a i n m e n t  I n c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Vlad & NikiTM & ©2021之版權屬於Content Media Group FZC, LLC.，版權所有，不得翻印。• ZAG ©2021之版
權屬於ZAGTOON – METHOD ANIMATION– FRANCE TELEVISIONS，版權所有，不得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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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概覽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港幣千元

二零二零年
港幣千元

收入 213,988 83,988

毛利 111,025 38,684

營運溢利╱（虧損） 15,498 (54,301)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14,459 (49,426)

所得稅抵免╱（開支） 24 (3,21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14,483 (52,638)

每股盈利╱（虧損） 港仙 港仙
－基本 1.23 (4.46)

－攤薄 1.23 (4.46)

彩星玩具集團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之全球營業額為港幣2億1,400萬元（二零二零年
同期：港幣8,400萬元），較去年同期增加155%。營業額增長乃由於：(i)去年同期
實施了嚴峻的新冠肺炎疫情措施限制所有主要巿場之經濟活動；(ii)主要巿場在政
府剌激措施下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消費者開支增加；(iii)配合「Godzilla vs. Kong」
電影上映，相關產品系列表現良好；及(iv)「Miraculous: Tales of Ladybug & Cat 
Noir」玩具系列需求持續強勁。

玩具銷售毛利率為52%（二零二零年同期：46%)。毛利率上升歸因於產品研發、模
具及包裝費用較去年同期減少，惟部分幅度被毛利率較低的美國以外市場佔整體
銷售比例上升及成品成本上升所抵銷。經常性營運開支較去年同期溫和增長3%，
反映：(i)推出新品牌有關的宣傳費用減少；(ii)預付特許權費撥備減少；及(iii)管
理行政開支減少。

本集團於該期間錄得營運溢利港幣1,550萬元（二零二零年同期：營運虧損港幣
5,430萬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股東應佔淨溢利為港幣1,450萬元（二零二零年同
期：淨虧損港幣5,26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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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預計新冠肺炎疫情繼續對本集團下半年的經營環境構成嚴峻挑戰。全球供應
鏈備受打擊、物流成本激增且尚未呈現緩和跡象。由於積極的存貨計劃，貨櫃集
裝箱費用大幅上升並無對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毛利率產生影響，惟下半年將開始
有所影響。我們正積極與供應商合作，盡可能減少成本上漲及船運延期之影響。

品牌概覽

「Godzilla vs. Kong」

由傳奇影業及華納兄弟出品、萬眾期待的「Godzilla vs. Kong」大電影於二零二一
年三月底成功上畫。電影同步在電影院及HBOMax等媒體上映，為影迷及小朋友
們提供多方面觀看選擇。

「Godzilla vs. Kong」電影產品系列自二零二零年秋季推出以來，消費者需求強
勁。我們亦將乘勢於二零二二年推出以該電影以及擴至「MonsterVerse」及東寶
Classic Monsters為靈感的產品。

「Miraculous: Tales of Ladybug & Cat Noir」

以ZAG熱門動畫片集－「Miraculous: Tales of Ladybug & Cat Noir」為主題的全
新產品系列已於二零二零年秋季在多個主要國際市場推出，並於二零二一年夏季
在美國市場作網上開售。該品牌的消費者需求強勁，我們預計於二零二一年下半
年擴大分銷。我們積極籌備拓展二零二二年及之後的產品系列。備受歡迎的電視
劇集繼續在全球超過120多個國家熱播，並在迪士尼頻道、Disney+及Netflix等多
個數碼平台上推播。

「Spy Ninjas」

「Spy Ninjas」為YouTube備受歡迎的動作歷奇片集，講述一班好友利用武術及偵
探技巧拆解謎團，以戰勝邪惡黑客組織Project Zorgo。「Spy Ninjas」每週播出數
個單元，每個新單元播出首個小時旋即錄得上百萬觀賞，每月更吸引超過4億次
YouTube瀏覽的佳績。

首批發行的「Spy Ninjas」產品已於二零二零年尾於網上推出，初步反應良好。二
零二一年將擴大產品系列，包括在片集出現的秘密裝備、解碼器、忍者武器、新
的Project Zorgo面罩及其他刺探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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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d & Niki」

「Vlad & Niki」為YouTube平台收視率最高的頻道之一，成為全球YouTube的傳
奇。「Vlad & Niki」的16個YouTube頻道分別以13種語言獲得超過50億次的月流覽
量，在全球擁有超過1.2億的訂閱者。「Vlad &Niki」運用喜劇、動畫、音樂等生動
有趣的短篇故事吸引孩子們!從今年秋季開始，我們的「Vlad & Niki」玩具系列將
在學前產品類別開售。

「Pikwik Pack」

我們與一間多倫多動畫工作室Guru Studio攜手合作為「Pikwik Pack」片集推出一系
列新的學前玩具人偶、玩具車及毛絨玩具，該片集於美國及多個主要國際市場的
Disney Junior頻道播放。

該片集故事在Suki the hedgehog帶領下，Axel the racoon、Hazel the cat、及Tibor 
the hippo一起合作為「Pikwik」居民送上驚喜滿滿的禮物。劇集充滿了歷險奇遇、
歡欣及暖心的元素，為學前兒童提供娛樂之餘，同時帶出團隊合作、責任感和判
斷思維等社會價值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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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

簡明綜合收益表及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美金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附註十八）

收入 三 27,611 213,988 83,988
銷售成本 (13,286) (102,963) (45,304)   

毛利 14,325 111,025 38,684

市場推廣費用 (4,405) (34,137) (33,518)
銷售及分銷費用 (1,538) (11,919) (6,513)
行政費用 (6,382) (49,471) (52,954)   

營運溢利╱（虧損） 2,000 15,498 (54,301)

其他收入淨額 四 50 387 5,976
融資成本 (184) (1,426) (1,101)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五 1,866 14,459 (49,426)

所得稅抵免╱（支出） 六 3 24 (3,21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溢利╱ 
（虧損）及應佔期間總全面收益 1,869 14,483 (52,638)

   

美仙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虧損） 八
基本 0.16 1.23 (4.46)

   

攤薄 0.16 1.23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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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美金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附註十八）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九 178 1,378 1,798
使用權資產 3,234 25,061 11,353
預付賬項 十一 2,000 15,500 15,500
遞延稅項資產 2,438 18,894 17,060   

7,850 60,833 45,711   

流動資產
存貨 2,419 18,745 10,283
應收貿易賬項 十 8,073 62,566 41,291
已付按金、其他應收賬項及預付賬項 十一 6,716 52,049 36,349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 879 6,811 7,021
現金及銀行結餘 127,201 985,804 949,943   

145,288 1,125,975 1,044,887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項 十二 5,279 40,910 10,365
已收按金、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十三 15,005 116,280 84,639
撥備 3,626 28,103 23,391
租賃負債 1,063 8,237 5,694
應繳稅項 1,100 8,522 8,781   

26,073 202,052 132,870   

流動資產淨值 119,215 923,923 912,01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27,065 984,756 957,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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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美金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附註十八）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2,338 18,122 5,986   

資產淨值 124,727 966,634 951,742
   

權益
股本 十四 1,523 11,800 11,800
儲備 123,204 954,834 939,942   

權益總額 124,727 966,634 951,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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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美金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附註十八）

營運業務
營運產生╱（動用）之現金 5,379 41,682 (36,221)
已付海外稅項 (267) (2,069) –
退回香港稅項 – – 2,751   

營運業務產生╱（動用）之現金淨額 5,112 39,613 (33,470)   

投資活動
購入物業、機器及設備 (8) (59) (710)
購入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 – – (3,908)
已收利息 76 587 5,476
投資活動產生之其他現金流量 – – 13   

投資活動產生之現金淨額 68 528 871   

融資活動
支付租賃負債 (552) (4,280) (4,431)   

融資活動動用之現金淨額 (552) (4,280) (4,431)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之增加╱（減少）淨額 4,628 35,861 (37,030)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22,573 949,943 1,005,556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27,201 985,804 968,526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127,201 985,804 968,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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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股本
股本

贖回儲備 股本儲備 匯兌儲備

以股份為
基礎之

補償儲備 滾存溢利 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11,800 409 38,285 4,174 13,685 916,925 985,278       

期間虧損及總全面收益 – – – – – (52,638) (52,638)       

購股特權計劃
－服務價值 – – – – 1,166 – 1,166
－已失效購股特權 – – – – (1,233) 1,233 –       

與擁有人之交易 – – – – (67) 1,233 1,166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11,800 409 38,285 4,174 13,618 865,520 933,806
       

未經審核

股本
股本

贖回儲備 股本儲備 匯兌儲備

以股份為
基礎之

補償儲備 滾存溢利 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11,800 409 38,285 (1,095) 14,153 888,190 951,742       

期間溢利及總全面收益 – – – – – 14,483 14,483       

購股特權計劃
－服務價值 – – – – 357 – 357
－已失效購股特權 – – – – (1,109) 1,109 –

已沒收未領取的股息 – – – – – 52 52       

與擁有人之交易 – – – – (752) 1,161 409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11,800 409 38,285 (1,095) 13,401 903,834 966,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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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一、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
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
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條文而編製。

本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應與二零二零年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編製本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符。

二、 會計政策之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若干於本集團之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該等修訂對當前或過往期間本集團之業
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本集團並無應用於本會計期間仍未生效的任何
新準則或詮釋。

三、 收入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根據向本集團高級行政管理人員呈報以供彼等就分配資源至本集團業
務分部及檢討該等分部表現之定期內部財務資料識別營運分部及編製分部資
料。根據本集團高級行政管理人員用以制定戰略決策之內部報告，本集團僅
有一個營運分部，為玩具及家庭娛樂活動產品之設計、研發、市場推廣及分
銷。除所得稅前可呈報分部溢利╱虧損、可呈報分部資產及可呈報分部負債
並無單獨分析呈列。

收入指銷售玩具及於客戶取得貨品控制權時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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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地區分部資料

下表載列有關(i)本集團之收入及(ii)本集團之物業、機器及設備、預付賬
款及使用權資產（「指定非流動資產」）所在地區之資料。收入所在地區按
客戶所在國家劃分。指定非流動資產所在地區按資產實際所在地點（就
物業、機器及設備及使用權資產而言），以及涉及業務所在地點（就預付
賬項而言）劃分。

收入 指定非流動資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所屬地） 349 24 22,864 26,939    

美洲
－ 美國 136,758 63,168 18,105 418
－ 其他地區 14,235 7,455 – –
歐洲 49,422 11,774 970 1,294
香港以外其他亞太地區 13,224 1,076 – –
其他 – 491 – –    

213,639 83,964 19,075 1,712    

213,988 83,988 41,939 28,651
    

三．二 主要客戶

本集團之客戶基礎包括三名（二零二零年：一名）客戶之交易額佔本
集團總收入10%以上。向該等客戶進行銷售所得之收入分別約為港幣
84,832,000元、港幣29,688,000元及港幣25,175,000元（二零二零年：港幣
40,44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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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其他收入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利息收入 587 5,476
股息收入 – 13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之 
（虧損）╱收益淨額 (210) 441
其他 10 46  

387 5,976
  

五、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售存貨成本 94,968 34,763
產品研發及工具費用 6,264 9,992
特許權使用費支出 30,249 11,856
董事及僱員薪酬 30,922 32,368
折舊
－物業、機器及設備 479 664
－使用權資產 4,519 4,221

租賃負債利息開支 731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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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所得稅（抵免）╱支出

本集團須繳付香港利得稅的公司，由於本期間產生稅務虧損或有承前稅務虧
損以抵銷本期間之應課稅溢利，故無計提香港利得稅。海外附屬公司的海外
稅項按相關適用稅務法例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間稅項
香港利得稅 – –
海外稅項 1,810 1,698
以往年度超額撥備－香港 – (30)  

1,810 1,668  

遞延稅項
暫時差異之產生及撥回 (1,834) 1,544  

所得稅（抵免）╱支出 (24) 3,212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累計未確認稅項虧損為港幣
156,388,000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76,181,000元）。根據相關
現行稅例，此等稅項虧損並無到期時限。

七、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股息（二零二零年：港幣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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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港幣14,483 ,000元
（二零二零年：虧損港幣52,638,000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1,180,000,000股（二零二零年：1,180,000,000股）計算。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
佔溢利港幣14,483,000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1,180,252,000股
計算，該股數經調整以反映252,000股就購股特權行使具潛在攤薄作用股份之
影響。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虧損相等於每股基本虧損，
因行使購股特權的潛在普通股具反攤薄作用，故不計入每股攤薄虧損的計算
內。

九、 物業、機器及設備

港幣千元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之期初賬面淨值 1,798
添置 59
折舊 (479)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期末賬面淨值 1,378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之期初賬面淨值 2,276
添置 710
折舊 (664)
處置 (5)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之期末賬面淨值 2,317
添置 45
折舊 (560)
匯率變動 (4)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期末賬面淨值 1,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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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應收貿易賬項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收貿易賬項 81,347 60,072
減：客戶折扣撥備 (18,781) (18,781)  

62,566 41,291
  

本集團向零售客戶給予折扣以便該等客戶促銷其滯銷貨品。客戶折扣撥備按
當時及歷史資料評估有關風險後得出。

本集團通常以即期或遠期信用狀，或按六十至九十天信貸期之賒賬方式與客
戶進行交易。應收貿易賬項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零至六十天 43,758 28,306
六十一天至九十天 12,468 8,267
九十一天至一百八十天 2,120 917
一百八十天以上 4,220 3,801  

62,566 4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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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已付按金、其他應收賬項及預付賬項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即期部分
預付特許權使用費（附註(i)） 15,500 15,500  

即期部分
預付特許權使用費（附註(i)） 47,246 34,002
其他預付開支、已付按金及應收賬項 4,803 2,347  

52,049 36,349
  

附註：

(i) 該等預付特許權使用費可由本集團用於抵銷日後銷售特許玩具產品應付
玩具特許權授予人之未來特許權使用費。

十二、 應付貿易賬項

應付貿易賬項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零至三十天 38,708 7,528
三十一天至六十天 1,089 1,725
六十天以上 1,113 1,112  

40,910 10,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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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已收按金、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合約負債
－玩具分銷商的採購承諾保證金 30,841 30,748
－預收銷售按金 34,943 14,572

應計之產品研發、銷售、市場推廣 
及分銷費用 7,758 3,344

應計之特許權使用費 29,010 24,084
應計之董事及員工薪酬 4,392 4,996
應付預扣稅 6,654 4,245
應計之行政費用及專業費用 2,682 2,650  

116,280 84,639
  

十四、 股本

法定
每股面值港幣0.01元

之普通股
股份數目 港幣千元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3,000,000,000 3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每股面值港幣0.01元

之普通股
股份數目 港幣千元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1,180,000,000 1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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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金融工具的公平價值計量

十五．一 按公平價值計量的金融資產及負債

下表列示本集團金融工具於報告期末按經常性基礎計量之公平價值，並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平價值計量所界定之三層公平價值級別
劃分。公平價值計量參考所採用估值技巧之輸入數據是否可觀察及其重
要性而作出以下分類：

－ 第一級估值： 以第一級輸入值計量之公平價值，即以相同資產或
負債於計量日在活躍市場中的未調整報價計量

－ 第二級估值： 以第二級輸入值計量之公平價值，即其輸入值之可
觀察性雖然未符合第一級輸入值，但其重要輸入值
並非採用不可觀察之數據。不可觀察之輸入值為並
無市場數據可作參考之輸入值

－ 第三級估值： 使用不可觀察數據作重要輸入值以計量之公平價值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常性公平價值計量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
賬之金融資產：

香港境外的上市股本
投資 6,811 – – 6,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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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常性公平價值計量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
賬之金融資產：

香港境外的上市股本
投資 7,021 – – 7,021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第一級及第二級
之間並無轉移，或轉入或轉自第三級。本集團的政策為於發生公平價值
級別轉移的報告期末確認有關轉移。

十五．二 並非按公平價值列報的金融資產及負債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金融資
產及負債（包括按已攤銷成本計量的應收貿易賬項、已付按金及其他應
收賬項、現金及銀行結餘、應付貿易賬項、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以
及租賃負債）的賬面值與其公平價值相若。

十六、 承擔

十六．一 特許權承擔

本集團在日常業務中訂立特許權協議，以獲得權利設計、研發、推廣及
分銷若干玩具及家庭娛樂活動產品供日後銷售。若干特許權協議規定本
集團須於合約期內向特許權授予人作出財務承擔。於二零二一年六月
三十日已訂約但尚未撥備之應付財務承擔金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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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年內 37,739 68,778
第二至第五年 169,764 161,626
五年後 14,531 43,594  

222,034 273,998
  

十六．二 租賃承擔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所有已承諾租約已開始及根據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確認為租賃負債（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已承諾但尚未開始之辦公室租賃的未來現金流出總額為港幣
23,200,000元）。

十七、 關連人士交易

十七．一 本集團與關連人士訂立下列重大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支付同系附屬公司Bagnols Limited、
Belmont Limited及Great Westwood 
Limited之租金及樓宇管理費 3,385 3,720

  

上文所列示金額指期內已支付同系附屬公司的現金。

十七．二 本公司除向董事支付酬金（即主要管理層人員酬金）外，於期內概無與本
公司董事（即主要管理層人員）進行交易。

十八、 美元等值

有關數字祇作參考用途，並以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港幣7.75元兌美金1元之
匯率為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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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上市規則所需提供之資料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玩具業務基本上受行業季節性影響。因此，在每年下半年之銷售旺季中，應收貿
易賬項之比例通常會大幅上升。按照業內慣例，大部分應收貿易賬項會在第四
季後期至下年度第一季內收取，以致在銷售旺季中會對營運資金有額外需求。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應收貿易賬項為港幣62,566,000元（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港幣41,291,000元）及存貨為港幣18,745,000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港幣10,283,000元）。應收貿易賬款及存貨於中期期末處於較高水平反
映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客戶訂單及付運情況有所好轉。

本集團之流動資金比率（即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之比率）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為5.6，而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7.9。

本集團維持經常性業務及未來增長及發展所需之現金於充裕水平。於二零二一
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為港幣985,804,000元（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港幣949,943,000元），其中港幣969,146,000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港幣922,758,000元）以美元計值，餘下金額主要以港幣計值。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亦持有海外上市證券的庫務投資（即The Walt 
Disney Company (DIS.US)）港幣6,811,000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7,021,000元），佔本集團資產總值0.6%。

本集團主要須就以美元為單位之銷貨承受外幣風險。由於港幣與美元間之匯率控
制在一狹窄幅度內，本集團並無對沖其外幣風險。外幣匯率長期變動將對綜合盈
利有所影響。

僱員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香港及美國共有55名僱員。

本期間的薪酬政策與最近期公佈之年報所述相比並無重大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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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特權

下表所列為本公司根據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五日採納之購股特權計劃（「二零
零八年彩星玩具計劃」）及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一日採納之購股特權計劃（「二零
一八年彩星玩具計劃」）而授予本公司董事、本集團僱員及其他參與者之購股特權
詳情，該等資料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十七
章第17.07條及附錄十六第41(2)條須予披露：

購股特權數目 

參與者 授出日期 行使價

於二零二一年
一月一日
之結餘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期內失效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之結餘
歸屬╱
行使期

港元 （附註）

二零一八年彩星玩具計劃

本公司董事

杜樹聲 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0.826 2,000,000 – – – 2,000,000 (1)
主席

陳光強 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0.826 1,000,000 – – – 1,000,000 (1)

鄭炳堅 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0.826 1,200,000 – – – 1,200,000 (1)

周宇俊 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0.826 500,000 – – – 500,000 (1)

李正國（附註6） 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0.826 500,000 – – 500,000 – (1)

陳偉恒 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0.826 1,000,000 – – – 1,000,000 (1)

持續合約之僱員，不包括董事 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0.826 16,552,000 – – 1,304,000 15,248,000 (1)

其他參與者 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0.826 5,580,000 – – – 5,580,000 (1)
二零一九年四月十二日 0.792 20,000,000 – – – 20,000,0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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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特權數目 

參與者 授出日期 行使價

於二零二一年
一月一日
之結餘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期內失效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之結餘
歸屬╱
行使期

港元 （附註）

二零零八年彩星玩具計劃

本公司董事

周宇俊 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三日 0.415 250,000 – – – 250,000 (3)
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五日 0.930 525,000 – – – 525,000 (4)

持續合約之僱員， 
不包括董事

二零一一年四月十八日 0.315 528,000 – – 528,000 – (5)
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三日 0.415 1,297,500 – – 176,000 1,121,500 (3)
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五日 0.930 3,505,500 – – 352,000 3,153,500 (4)

其他參與者 二零一一年四月十八日 0.315 574,000 – – 574,000 – (5)
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三日 0.415 752,000 – – – 752,000 (3)
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五日 0.930 814,500 – – – 814,500 (4)

附註：

(1) 分為四期（每期涵蓋相關購股特權四分之一），分別自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九日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起至二零
二八年六月二十八日止可行使。

(2) 分為兩期：(i)10,000,000份購股特權自二零一九年四月十二日起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可行使；及(ii)10,000,000份購股特權自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至二
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可行使。

(3) 分為四期（每期涵蓋相關購股特權四分之一），分別自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三日、二零一三年四月十三日、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三日及二零一五年四月十三日起至二零二二年四
月十二日止可行使。

(4) 分為四期（每期涵蓋相關購股特權四分之一），分別自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五日、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五日、二零一五年五月十五日及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五日起至二零二三年五
月十四日止可行使。

(5) 分為四期（每期涵蓋相關購股特權四分之一），分別自二零一一年四月十八日、二零一二年四月十八日、二零一三年四月十八日及二零一四年四月十八日起至二零二一年四
月十七日止可行使。

(6) 李正國先生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退任本公司之董事。

於本期間內並無購股特權被註銷。

除上文所述者外，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訂立任何安排，使本公司董
事及行政總裁可藉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公司之股份或債券而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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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本公司或任何聯營公司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各董事於本公司及其聯營公司（定義見證券及
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股本衍生工具之相關股份及債券
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予備存的登記冊內所記錄或根據上市規則
之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所
記錄之權益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董事姓名 權益性質 持股數目 持股百分比

杜樹聲 個人 10,000,000股普通股 0.85%

鄭炳堅 個人 2,000,000股普通股 0.17%

周宇俊 個人 2,038,000股普通股 0.17%

葉樹榮 個人 2,487,026股普通股 0.21%

陳偉恒 個人 1,000,000股普通股 0.08%

俞漢度 個人 176,000股普通股 0.01%
公司（附註(a)） 1,065,000股普通股 0.09%

於本公司相關股份之好倉

持有股本
董事姓名 權益性質 衍生工具數目 相關股份數目 持股百分比

（普通股）

杜樹聲 個人 2,000,000份購股特權 2,000,000股 0.17%

陳光強 個人 1,000,000份購股特權 1,000,000股 0.08%

鄭炳堅 個人 1,200,000份購股特權 1,200,000股 0.10%

周宇俊 個人 1,275,000份購股特權 1,275,000股 0.11%

陳偉恒 個人 1,000,000份購股特權 1,000,000股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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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彩星集團有限公司（「彩星集團」）股份之好倉

董事姓名 權益性質 持股數目 持股百分比

杜樹聲 個人 20,000,000股普通股 0.96%

陳光強 個人 2,600,000股普通股 0.12%

鄭炳堅 個人 2,300,000股普通股 0.11%

葉樹榮 個人 3,320,800股普通股 0.16%

陳偉恒 個人 160,000股普通股 0.01%

俞漢度 個人 228,000股普通股 0.01%
公司（附註(b)） 5,472,000股普通股 0.26%

附註：

(a) 俞漢度先生及其一位家族成員各自擁有50%權益之一間私人公司，持有本公
司1,065,600股普通股。

(b) 俞漢度先生及其一位家族成員各自擁有50%權益之一間私人公司，持有彩星
集團5,472,000股普通股。

除另有說明者外，上述所有股份及股本衍生工具均由有關董事實益擁有。上表所
示之百分比為有關董事擁有之股份或相關股份數目佔有關公司於二零二一年六月
三十日已發行股份數目之百分比。

本公司董事持有之購股特權詳情於上文「購股特權」一節披露。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予
備存之登記冊內所記錄或根據標準守則須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之記錄，本公司董
事概無擁有或被視作擁有本公司或任何聯營公司之股份及股本衍生工具之相關股
份之淡倉。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所記錄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除本公司董事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備
存之登記冊所記錄，持有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之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
之權益或淡倉之人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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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名稱 權益性質 持股數目 持股百分比

陳俊豪 個人（附註(i)） 616,000,000股普通股 52.20%

TGC Assets Limited 公司及實益擁有人 
（附註(ii)）

616,000,000股普通股 52.20%

彩星集團 公司（附註(iii)） 600,000,000股普通股 50.85%

PIL Management Limited 公司（附註(iii)） 600,000,000股普通股 50.85%

PIL Investments Limited 公司（附註(iii)） 600,000,000股普通股 50.85%

PIL Toys Limited 公司 600,000,000股普通股 50.85%

附註：

(i) 陳俊豪先生（「陳先生」）為TGC Assets Limited（「TGC」）全部已發行股本之實益擁有人，
故被視作於TGC擁有權益之合共616,000,000股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益。

(ii) TGC直接擁有本公司16,000,000股股份的權益。此外，由於TGC直接擁有彩星集團約
51.36%股權，故其亦被視作於彩星集團擁有權益之合共600,000,000股本公司股份中擁
有權益。

(iii) PIL Management Limited為彩星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PIL Investments Limited為PIL 
Management Limited之全資附屬公司；而PIL Toys Limited為PIL Investments Limited之
全資附屬公司。因此，彩星集團、PIL Management Limited及PIL Investments Limited
均被視作於PIL Toys Limited實益擁有權益之600,000,000股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概無人士（本公司董事除外）於本
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備存之登記冊所記
錄，或在其他情況下須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

購回、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於期內概無贖回其任何股份。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概無購買或
出售本公司任何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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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整個六個月期間內，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
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之原則，並已遵從所有適用守則條文（「守則條文」），惟
以下除外：

(a) 守則條文A.2.1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本公司並
無指定行政總裁。董事會監督本集團的管理、業務、策略及財務表現。本集
團的日常業務由執行董事共同處理。執行董事於高級管理人員協助下獲授權
負責本集團業務運作及營運和業務決策。董事會認為該架構乃適當，可確保
有效管理及監控本集團業務及營運。上文概述的架構將定期檢討以確保企業
管治維持穩健。

(b) 李正國先生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之股東週年大會上退任後，於二零
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期間，(1)審核委員會成員人
數少於上市規則第3.21條所規定之最低人數三位成員；(2)薪酬委員會主席一
職空缺及其成員組成未能符合上市規則第3.25條所規定之大部份成員須為獨
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及(3)提名委員會成員未能符合守則條文
A.5.1所規定之大部份成員須為獨立非執行董事。誠如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五
月二十八日所宣佈，上述空缺已按照有關上市規則及守則條文填補。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檢討本集團所採用之會計準則及慣例，並討論有關內部監
控及財務申報等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
簡明綜合財務資料。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就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標準守則。經本
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後，董事會全體成員均確認，彼等在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
日止期間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董事會代表
杜樹聲
主席

香港，二零二一年八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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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董事
杜樹聲（主席及執行董事）
陳光強（執行董事）
鄭炳堅（執行董事）
周宇俊（獨立非執行董事）
葉樹榮（獨立非執行董事）
林懷漢（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偉恒（執行董事）
俞漢度（獨立非執行董事）

公司秘書
吳家欣

註冊辦事處
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主要辦事處
香港九龍
尖沙咀
廣東道100號
彩星集團大廈23樓

核數師
致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執業會計師

法律顧問
Conyers Dill & Pearman
的近律師行

主要往來銀行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UBS AG

首股份過戶登記處
Codan Services Limited
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卓佳雅柏勤有限公司
香港
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54樓

股份代號
彩星玩具有限公司之股份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股份代號：869）

網址
www.playmatestoy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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