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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本公告
載列本公司二零二一年中期報告（「中期報告」）全文，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GEM證券上市規則有關隨附各財政年度首六個月之初步業績公告資料的相關
規定。

本業績公告將分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網站 (www.hkgem.com)及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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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 
大地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傅垣洪

香港，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分別為屈忠讓先生、傅垣洪先生及吳筱
明先生，兩名非執行董事，分別為俱孟軍先生及張雄峰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
事，分別為張煒博士、羅裔麟先生及金立佐博士。

本公告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證券上市規則的規定而提供有關本
公司的資料，本公司之各董事願就本公告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本公司之
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
要方面均屬準確完整，並無誤導或欺詐成份，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致使當中任
何陳述或本公告產生誤導。

本公告將自刊發日期起於GEM網站www.hkgem.com之「最新公司公告」頁最少一
連刊登七日及在本公司網站http://www.dadi-international.com.hk刊登。



1 大地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二一年中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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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有較高投資風險之中小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
之市場。有意投資之人士應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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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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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對本報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

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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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告乃遵照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的規定而提供有關大地國際集團有限
公司（「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之各董事（「董事」）願就本報告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

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完備，

並無誤導或欺詐成份，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致使當中任何陳述或本報告產生誤導。

MANAGEMENT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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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大地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呈列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報告期」）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5 9,461 2,981 19,313 246,721
銷售成本 (6,205) (2,516) (8,651) (208,107)

毛利 3,256 465 10,662 38,614
其他收益或虧損 6 1,652 274 1,843 1,865
行政開支 (11,234) (26,986) (23,456) (39,307)

經營（虧損）╱溢利 7 (6,326) (26,247) (10,951) 1,172
財務費用 8 (10,280) (14,944) (26,496) (29,067)

除稅前虧損 (16,606) (41,191) (37,447) (27,895)
所得稅開支 9 (13) (67) (1,532) (5,659)

期內虧損 (16,619) (41,258) (38,979) (33,554)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1,253) (27,994) (26,499) (27,524)
非控股權益 (5,366) (13,264) (12,480) (6,030)

(16,619) (41,258) (38,979) (33,554)

港仙 港仙 港仙 港仙

每股虧損 10
基本及攤薄 (0.31) (0.79) (0.73)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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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虧損 (16,619) (41,258) (38,979) (33,554)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之匯兌差額 (696) 17,868 8,100 17,890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696) 17,868 8,100 17,890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17,315) (23,390) (30,879) (15,664)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1,921) (11,814) (18,955) (11,345)
非控股權益 (5,394) (11,576) (11,924) (4,319)

(17,315) (23,390) (30,879) (15,664)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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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971 889
商譽 6,417 6,417
使用權資產 1,396 1,379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之金融資產 36,767 39,789
無形資產 43 –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316 312

45,910 48,786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以及按金 12 1,240,130 1,221,750
電影製作之按金 31,759 30,151
購買電影版權之按金 4,248 4,033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2 2
銀行結存及現金 24,806 36,196

1,300,945 1,292,132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3 327,900 298,848
借貸 14 35,566 627,156
租賃負債 2,421 2,390
應付稅項 40,944 41,821

406,831 970,215

流動資產淨值 894,114 321,91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940,024 37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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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5 36,406 36,406
儲備 323,982 342,93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60,388 379,343
非控股權益 (20,779) (8,855)

總權益 339,609 370,488

非流動負債
借貸 14 600,197 –
租賃負債 218 215

600,415 215

總權益及非流動負債 940,024 37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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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股份溢價 繳入盈餘 法定儲備 重估儲備 換算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非控股權益 權益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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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 35,649 1,823,073 325,798 6,939 (1,093) (8,489) (1,697,965) 483,912 51,903 535,815

期內虧損 – – – – – – (27,524) (27,524) (6,030) (33,554)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 – – – – 16,179 – 16,179 1,711 17,890

期內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 – – – – 16,179 (27,524) (11,345) (4,319) (15,664)

非控股權益出資 – – – – – – – – 2,034 2,034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 35,649 1,823,073 325,798 6,939 (1,093) 7,690 (1,725,489) 472,567 49,618 522,185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 36,406 1,828,573 311,538 7,706 12,616 33,736 (1,851,232) 379,343 (8,855) 370,488

期內虧損 – – – – – – (26,499) (26,499) (12,480) (38,979)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 – – – – 7,544 – 7,544 556 8,100

期內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 – – – – 7,544 (26,499) (18,955) (11,924) (30,879)
非控股權益出資 – – – – – – – – – –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36,406 1,828,573 311,538 7,706 12,616 41,280 (1,877,731) 360,388 (20,779) 339,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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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
經營所產生╱（所用）現金 (10,142) 4,231
稅項退回 – 257

經營活動所產生╱（所用）現金淨額 (10,142) 4,488

投資活動
投資活動所產生之其他現金流量 4,788 4,158

投資活動所產生現金淨額 4,788 4,158

融資活動
其他借貸之所得款項 600,197 –
償還其他借貸 (591,590) –

融資活動所用之其他現金流量 (14,968) (27,521)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6,361) (27,521)

現金及現金等值減少淨額 (11,715) (18,875)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36,196 55,871
匯率變動之影響 325 (2,756)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24,806 34,240

現金及現金等值之分析
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24,806 34,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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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九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及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日於百

慕達存續。本公司股份自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六日起於聯交所GEM上市。

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分別位於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及香港灣仔港灣道1號會展廣場辦公大樓15樓1504-1506室。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港元亦為本公司之功能貨幣。除另有指明者外，所

有數值均四捨五入調整至最接近千位數（千港元）。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出版、採購及發行

圖書、環保業務以及融資租賃及其他金融服務。

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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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並未包括年度財務報表所需之所有資料及披露事項，故應連同截至二零

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報告中的資料及披露事項一併閱讀。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尚未經由本公司核數師審核，但

已經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3. 會計政策

編製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截至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惟採納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起生效之新訂準則

及詮釋除外。採納新訂準則及修訂本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以及本期間及過往期間呈報之金額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任何其他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準則、詮釋或修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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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

本集團按分部管理其業務，分部結合業務線（產品及服務）及地區組織而成。本集團按照向本集團之最高

行政管理人員以作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之內部呈報資料方式，呈列以下四個可報告分部，且概無將任何經

營分部合計以構成以下之可報告分部。

(i) 出版、採購及發行圖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從事出版、採購及發行圖書。

(ii) 廣告及媒體相關服務： 於香港及中國從事設計、製作、代理、發佈廣告、信息諮詢 
及營銷策劃。

(iii) 融資租賃及其他金融服務： 於中國提供融資租賃及其他金融服務。

(iv) 環保業務： 於中國提供環境諮詢服務。

分部收益及業績

以下為本集團按可報告分部劃分之收益及業績之分析：

出版、採購及發行圖書 廣告及媒體相關服務 融資租賃及其他金融服務 環保業務 總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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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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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往外部客戶 2,670 246,721 – – – – 16,643 – 19,313 246,721

分部業績 (24,953) 26,572 – – – – 6,004 – (18,949) 26,572

未分配其他收入及收益 271 347

未分配費用 (17,291) (25,747)

經營（虧損）╱溢利 (35,969) 1,172

未分配財務費用 (1,478) (29,067)

除稅前虧損 (37,447) (27,895)

所得稅開支 (1,532) (5,659)

期內虧損 (38,979) (33,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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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資產及負債

以下為本集團按可報告分部劃分之資產及負債之分析：

出版、採購及發行圖書 廣告及媒體相關服務 融資租賃及其他金融服務 環保業務 總計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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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分部資產 934,757 925,569 72,265 70,105 187,675 190,505 37,612 38,847 1,232,309 1,225,026

未分配資產 114,546 115,892

總資產 1,346,855 1,340,918

分部負債 874,527 258,307 45,353 45,049 28,883 28,540 6,691 6,701 955,454 338,597

未分配負債 51,792 631,833

總負債 1,007,246 970,430

其他分部資料

出版、採購及發行圖書 廣告及媒體相關服務 融資租賃及其他金融服務 環保業務 總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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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添置非流動資產 – – – – 128 – 116 – 244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5 481 – – – 92 36 – 61 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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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收益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客戶合約收益
於某一時間點

出版、採購及發行圖書 2,670 2,981 2,670 246,721
隨時間

環保業務 6,791 – 16,643 –

9,461 2,981 19,313 246,721

6. 其他收益或虧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利息收入 32 92 51 164
股息收入 1,449 16 1,449 1,341
其他（虧損）╱收入 171 166 343 360

總計 1,652 274 1,843 1,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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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經營虧損╱溢利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集團之經營（虧損）╱溢利 
乃經扣除╱（計入）:

銷售成本 6,205 2,516 8,651 208,107
折舊費用

－物業、廠房及設備 57 66 111 171
－使用權資產 – 1,359 – 2,704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1 18 1 19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薪酬） 5,940 6,415 12,398 11,395

8. 財務費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借貸之利息 10,280 14,625 26,496 28,748
租賃負債之利息 – 319 – 319

總計 10,280 14,944 26,496 29,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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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所得稅開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扣除：

中國企業所得稅 13 67 1,532 5,659

稅項扣除總額 13 67 1,532 5,659

根據中國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中國附

屬公司之稅率為25%。

由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於香港並無應課稅溢利或估計應課稅溢利由結轉之稅項

虧損悉數抵銷，故此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二零二零年：無）。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未撥備遞延稅項資產及負債（二零二零年：無）。

10.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根據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11,253,000港元（二零二
零年：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27,994,000港元）及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
佔虧損約26,499,000港元（二零二零年：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27,524,000港元），以及截至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3,640,627,457股（二零二零年：3,564,945,946股）及於截至二
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3,640,627,457股（二零二零年：3,564,945,946股）計
算得出。

每股攤薄虧損

由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並無任何潛在已發行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虧損。



大地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二一年中期報告 14大地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二一年中期報告

11.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金額達262,000港元（截至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而概無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賬面值（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無）。

12.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以及按金

於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賬款 667,613 659,674
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6,931) (6,931)

660,682 652,743

按金 20,705 19,915
預付款項 321,323 308,410
其他應收款項 276,563 279,548
應收貸款 19,817 20,094
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58,960) (58,960)

579,448 569,007

1,240,130 1,221,750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與各收益確認日期相若）及扣除預期信貸虧損撥備計算之本集團應收賬款之賬
齡分析如下：

於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30天 5,405 2,420
31－60天 1,053 1,660
61－90天 1,342 1,678
超過90天 652,882 646,985

660,682 652,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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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賬款 175,371 171,289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11,068 90,696
應付非控股權益股息 39,383 34,785
已收保證金 2,078 2,078

327,900 298,848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之本集團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30天 1,926 157,959
31－60天 – –
61－90天 204 –
超過90天 173,241 13,330

175,371 171,289



大地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二一年中期報告 16大地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二一年中期報告

14. 借貸

於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有抵押借貸 – 591,590

無抵押借貸 635,763 35,566

635,763 627,156

上述借貸之賬面值須按以下期間償還：

一年內 35,566 627,156

超過一年但不超過兩年期間內 600,197 –

635,763 627,156

減：於一年內到期列為流動負債之款項 35,566 627,156

列為非流動負債之款項 600,197 –

本集團借貸的年利率範圍如下：

於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固定利率 8.00% 8.00%-
10.22%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由本公司主要股東山西省環境集團有限公司授予本集團的借貸約600,197,000
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由信託擔保基金授予約591,59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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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及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20,000,000,000 2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經審核） 3,564,945,946 35,649
發行股份 75,681,511 757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 
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經審核）及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每股面值0.01港元的 
普通股（未經審核） 3,640,627,457 36,406

16. 重大關連方交易

除在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其他章節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本期間內已與關連方訂立以下

重大交易。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關聯方姓名╱名稱 性質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山西省環境集團有限公司（「山西環境」） 長期貸款 (i) 600,197 –

附註：

(I)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本公司與山西環境達成貸款合約。根據框架協議，山西環境向大地飛

馳文化發展（上海）有限公司授予人民幣500,000,000元的為期兩年的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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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中期股息

董事會決議不宣派就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二零年：無）。

行業概覽

出版、採購及發行圖書業務（「圖書發行業務」）

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中國教育部頒佈《中小學圖書館（室）規程》，其中規定中小學圖書館圖書庫

存的最低要求及根據全國中小學圖書館《推薦書目》及《核心書目》設立圖書保管規定。省級授權

代理平台負責集中處理各省中小學圖書採購要求並向獲授權圖書採購實體下達集中採購訂單，以

滿足地方中小學教育的需求。

環保業務

中國政府已頒佈多項政策，以支援建立有線上自動排放與監測污染能力的統一環境質量監測網絡。

隨著環境監測需求的快速增長，提升數據監測表現的質量出現相應需求，而這是實現智慧環保的

關鍵一步。隨著預計將於未來數年完善的有關政策的逐步落實，環保及監測行業有望持續增長。

主要風險因素及不確定因素

下文列示本集團面臨的主要風險及不確定因素，這可能對其業務、財務狀況或經營業績造成重大

不利影響。清單並非詳盡無遺，除下面概述的主要風險區域，亦或存在其他風險及不確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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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主要風險因素及不確定因素（續）

政策風險

本集團的圖書發行業務主要依據教育部、文化部、廣電總局三個部委及中國教育裝備行業協會以

及全聯書業商會的有關政策背景。具體而言，《推薦書目》及《核心書目》或會每年經有關部門審

閱及更新。同時，環保業務分部受中國各種現行法律、規則及規例、政策及行業標準的高度規管，

例如《核安全與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三五」規劃及二零二五年遠景目標》、《中華人民共和國放射

性污染防治法》、《放射性同位素與射線裝置安全和防護條例》、《放射性同位素與射線裝置安全許

可管理辦法》及《移動通信基站電磁輻射環境監測方法》。相關政策的重大變化和調整可能會給

本集團的日常經營環境及市場競爭力帶來不確定因素。本集團將繼續追蹤國家相關政策走向，及

時應對政策變化。

圖書質量風險及交付風險

如各地中小學及地方教委未能按與本集團的約定接收圖書交付，本集團需要承擔圖書質量風險及

交付風險。本集團已在與擁有《推薦書目》及《核心書目》下的圖書知識產權之圖書出版商（「圖

書出版商」）的採購合同中約定具體目錄圖書的質量標準及交付方式等，使得這些風險最大程度由

圖書出版商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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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主要風險因素及不確定因素（續）

預付款風險

由於圖書發行業務需要由本集團按照行業常規預先向圖書出版商支付相關款項，因此存在有關常

規的預付款風險。為降低有關風險，本集團通常自該等屬大型出版集團且與本集團有長期業務來

往的圖書出版商採購圖書館圖書。

資金回籠風險

圖書發行業務中最終的客戶為各地的中小學及地方教委，購書資金依賴於中國教育部的專項撥款，

每年撥款次數有限並存在幾個月的滯後，獲授權省級代理平台一般不會按照行業常規墊付購書款，

因此存在回收壞賬風險。因此本集團密切跟踪圖書流向及各地撥款的情況，及時催收應收款項，盡

量縮短回收時間。

儘管如此，於報告期內，受新冠疫情影響，全中國的中小學間歇性停課及學校的行政辦公不正常，

導致上半年的業務周轉出現延遲，在圖書交付、應收款回收都出現延遲。詳情請參閱「業務回顧－

出版、採購及發行圖書業務」一節。

業務回顧

於報告期內，由於新冠疫情的爆發擾亂中國學校及圖書館的運營，本集團面臨因此產生的影響的

嚴峻挑戰。這種情況對本集團的業務發展造成暫時的不利影響，本集團將密切關注疫情的發展並

持續評估其對營運的影響。

出版、採購及發行圖書業務

於報告期內，該分部所貢獻之收益約為2,67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246,720,000港元），主要來自
於中國出版、採購及發行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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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業務回顧（續）

出版、採購及發行圖書業務（續）

由於行業參與者遭受新冠疫情的影響，本集團圖書出版、採購及發行業務分部產生的收益同比大

幅減少，導致業務及財務表現不佳及整個產業鏈（包括從本集團下游客戶（即圖書分銷商）回款）

的款項支付及應收款項結算普遍進展緩慢。此乃由於中國學校的間歇性停課導致延遲圖書訂單及

延遲向有關圖書出版商結算賬單。詳情請參閱上文「主要風險因素及不確定因素－資金回籠風險」

一節。針對圖書出版、採購及發行行業的狀況，本集團已及時於中國境內向若干下游分銷商就合約

申索提出法律訴訟，以尋求獲得其賠償。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的公告。

同時，從審慎的資本管理角度，本集團須繼續採取措施減緩該業務分部下的營運步伐。

環保業務

於報告期內，該分部所貢獻之收益約為16,64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無）。

本集團自二零二一年二月收購山西晉新科源環保科技有限公司（「晉新科源」）起開始確認環保業

務分部。該業務分部於二零二一年三月開始實質營運，其營運自此一直穩步發展。

財務回顧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收益約為19,31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246,720,000港元），其中2,670,000港
元來自出版、採購及發行圖書（二零二零年：246,720,000港元），16,640,000港元的收益來自環保
業務。收益較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減少約227,410,000港元或92.17%。有關本集
團收益同比下降原因的詳情，請參閱上文「業務回顧」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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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財務回顧（續）

於報告期產生財務費用約為26,5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29,070,000港元）。同比減少約8.85%
主要由於山西環境授予之貸款的利率比二零二零年同期信託基金授予之貸款的利率更低。請參閱

本集團於報告期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的附註14及16。

本集團產生的行政開支由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39,310,000港元同比減少約
40.33%至報告期的約23,460,000港元，乃由於本集團與山西省環境保護基金有限公司訂立的融資
服務框架協議項下之交易期限屆滿，有關詳情進一步載列於本公司二零二零年中期報告「管理層

討論與分析－關連交易」一節。

於報告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26,5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擁有人應佔虧損為
27,520,000港元）。虧損主要由於本集團圖書發行業務所得收益的減少，並由 (i)環保業務分部的營
運擴張所得收益增加；及 (ii)由於以上所述，本集團於報告期內財務費用及行政開支的減少所部分
抵銷。

展望

本集團管理層將根據董事會確定的全年發展計劃，抓住時機推動各項業務發展，完善本集團的業

務佈局。

在圖書發行業務方面，本集團將繼續鞏固業務基礎，大力增加催促我們下游客戶提早結算及支付

的工作，縮小應收款規模，努力消除疫情導致的不利影響。同時積極推進與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有

限公司等知名機構合作，提升在文化產業領域的業務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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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展望（續）

本集團將繼續加大在環保方面的投資及業務規模，持續加大對晉新科源的支持，促使其擴大業務

規模，提高收益水平。同時積極開拓其他環保業務，努力在固廢處置、綠色生態修復等領域實現業

務突破，優化本集團的產業佈局。

本財年內，本集團附屬公司持續保持在產業基金方面的努力，積極與知名機構合作，謀求單獨或合

作設立產業基金，提升本集團投資能力。

本集團將持續整合各類資源，努力完成全年的經營目標，為股東帶來更佳回報。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之總資產約為1,346,86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
日：1,340,920,000港元），包括現金及銀行結存約24,81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36,200,000港元）。於報告期內，本集團主要以內部產生之現金流量及其他借貸為其營運提供資金。

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值主要以人民幣（「人民幣」）計值。現金結存減少乃主要由於應收賬款增加
所致。

股本架構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之股本架構並無變動。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全部以人民幣計值的借貸總額約為635,760,000港元（二零二一
年三月三十一日：627,160,000港元），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的計息年利率約為8%。並無任何
金融工具用於利率對沖目的。

資產負債比率

資產負債比率以總負債除以總資產之百分比計算，其比率為74.80%（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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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本集團之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抵押任何資產。

外匯風險

本集團概無使用任何外幣衍生工具對沖其外匯風險。然而，管理層會密切監察該等風險，並會在有

需要時考慮對沖該等風險。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

僱員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85名僱員。本集團根據僱員之職責、工作表現、專業經驗及現
行行業慣例評估彼等之薪酬、晉升及薪資。本集團在中國的僱員須參與當地政府組織的社會保險

繳款計劃或其他養老金計劃，並需代僱員每月支付社會保險費（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

險及住房公積金），同時於香港之僱員均有參與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其他福利包括基於個人表現而

根據購股權計劃或將授出之購股權。於報告期內，本集團提供多種培訓課程幫助僱員緊跟行業最

新趨勢及當前市場動態步伐。

重大投資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投資（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其他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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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在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香港

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任何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已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
關條文彼等擁有或被視為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已計入本公司存置
之登記冊之權益及淡倉；或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條至第5.67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
及淡倉載列如下：

於本公司每股面值0.01港元普通股（「股份」）之好倉

董事姓名 身份╱權益性質
所持╱擁有權益

的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之

百分比

吳筱明先生 實益擁有人 41,240,000 1.13%

張雄峰先生 實益擁有人 237,209,900 6.52%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購入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作出任何安排，致使

本公司之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透過購買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而獲利，而本公

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或彼等之配偶或未年滿18歲之子女亦無擁有認購本公司證券之權利或已行
使任何有關權利。



大地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二一年中期報告 26大地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二一年中期報告

其他資料（續）

主要股東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就董事目前所知，下列人士（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擁有或

被視作或當作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的條文須予披露，或列入本公司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存置之本公司登記冊的股份或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或淡倉，或直接或
間接擁有附有權利於任何情況下在本公司或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的股東大會上投票之已發行

股本5%或以上之權益：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股東名稱 身份 股份權益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之百分比

山西省國有資本投資運營有限公司 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1,027,985,995
（附註）

28.24%

山西大地環境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1,027,985,995
（附註）

28.24%

山西省環境集團有限公司 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1,027,985,995
（附註）

28.24%

Dadi International Holdings Co., Ltd 實益擁有人 1,027,985,995
（附註）

28.24%

附註： Dadi International Holdings Co., Ltd由山西省環境集團有限公司實益及全資擁有，而山西省環境集團有
限公司由山西大地環境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實益及90%擁有，而山西大地環境投資控股有限公司由山西省
國有資本投資運營有限公司實益及全資擁有。因此，山西省國有資本投資運營有限公司、山西大地環境投

資控股有限公司及山西省環境集團有限公司分別被視為於Dadi International Holdings Co., Ltd持有的股
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獲悉任何人士（本公司之董事及主要行

政人員除外）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列入須予存置之登記冊之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
有權益或淡倉，及╱或直接或間接持有附帶權利可在任何情況下於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股東

大會上投票之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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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續）

購股權計劃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五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的決議案，本公司採納了一項

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的主要條款載於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的年度報告中所載財務報表附註39。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根據購股權計劃，尚未有購股權尚未償還，且於報告期概無行使、註銷

或失效的購股權。

競爭利益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各董事、管理層及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概無擁有根據

GEM上市規則第11.04條所指對本集團業務構成或可能構成競爭之任何業務中之任何權益或與本
集團有任何其他利益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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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或

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原則著重董事會質素、穩健之內部監控，並對全體股東具透明度及問責性。透過

採用嚴格企業管治常規，本集團相信將可改善問責性及透明度，從而增強股東及公眾之信心。於報

告期內，本集團已遵守GEM上市規則附錄15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之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

於報告期內，本公司已採納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其條款不遜於GEM上市規則第5.48條
至第5.67條所載列之規定交易標準。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已遵守本
公司採納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所規定之交易標準及操守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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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並按照GEM上市規則第5.28條至第5.29條以書面方式訂明其職權範圍。
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閱及監管本集團之財務申報過程及內部監控程序。審核委員會由非執

行董事張雄峰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羅裔麟先生（主席）、張煒博士及金立佐博士組成。審

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董事會

於本報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屈忠讓先生、傅垣洪先生及吳筱明先生，非執行董事為俱孟軍先生及張

雄峰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煒博士、金立佐博士及羅裔麟先生。

承董事會命 
大地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傅垣洪

香港，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