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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617）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公告

摘要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經營業績如下：

• 總收入下降約29.0%至約人民幣379.5百萬元（二零一九年：約人民幣534.3百
萬元）

• 毛利下降約70.1%至約人民幣38.7百萬元（二零一九年：約人民幣129.5百萬元）

• 毛利率下降約14.0%至約10.2%（二零一九年：約24.2%）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虧損及綜合開支總額約人民幣19.2百萬元（二零一九年：
利潤及綜合收益總額約人民幣33.9百萬元）

•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二
零一九年：每股普通股約人民幣0.03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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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通信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報告期」或「本
年度」）之經審核合併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比較
數字如下。

合併損益及其他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3 379,521 534,327

銷售成本 (340,793) (404,781)  

毛利 38,728 129,546

其他收入、收益、開支及虧損，淨額 5 17,996 20,376

預期信貸損失模式下的貿易及其他應收
 款項減值虧損，扣除撥回 (799) (1,029)

銷售及分銷費用 (19,327) (18,670)

管理費用 (39,439) (41,342)

研究成本 (22,820) (30,236)

融資成本 6 (4,993) (10,421)

應佔一家聯營公司利潤（虧損） 181 (11,014)

應佔一家合營公司利潤 5,538 4,554  

除稅前（虧損）利潤 8 (24,935) 41,764

所得稅抵免（開支） 7 5,753 (7,908)  

本年度（虧損）利潤及綜合（開支）收益總額 (19,182) 33,856  

每股（虧損）盈利 9
 –  基本 人民幣 (0.02)元 人民幣0.0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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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7,167 107,995

 使用權資產 30,159 30,054

 於一家聯營公司的權益 88,470 101,614

 於一家合營公司的權益 80,045 82,376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151,599 –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預付款以及
  預付租賃開支 701 2,173

 受限制銀行存款及結餘 11 1,142 –

 原到期時間超過三個月的銀行存款 11 102,600 98,428

 遞延稅項資產 11,836 4,265  

563,719 426,905  

流動資產

 存貨 25,630 45,024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10 391,430 405,176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4,838 29,975

 預付稅項 2,944 –

 受限制銀行存款及結餘 11 66,533 67,200

 原到期時間超過三個月的銀行存款 11 – 44,680

 銀行存款、銀行結餘及現金 11 207,249 318,697  

708,624 910,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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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12 215,877 286,179

 其他應付款項 50,896 68,975

 來自一家合營公司的貸款 28,000 –

 合約負債 400 388

 租賃負債 849 824

 銀行借貸 13 172,276 110,000

 稅項負債 27,332 31,357  

495,630 497,723  

流動資產淨額 212,994 413,02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76,713 839,93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4 997 997

 儲備 754,852 813,23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755,849 814,231

非控股權益 151 –  

756,000 814,231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4,254 9,125

 遞延收入 – 政府資助 16,315 15,585

 租賃負債 144 993  

20,713 25,703  

776,713 839,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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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五月十日在開曼群島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
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

1111, Cayman Islands。本公司主要營業地點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江蘇省常州市武進區
洛陽鎮岑村路1號。本公司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透過其經營附屬公司主要從事製造及銷
售光纜及光纖分配網絡設備。

本公司的直接及最終控股公司為Pacific Mind Development Limited（一家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
成立的公司）。

本集團合併財務報表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董事認為，本集團旗下公司的功能貨幣為
人民幣。

2. 應用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本年度強制生效之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首次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中提述有關概念框架（修訂本），以及下列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及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所頒佈並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
開始之年度期間強制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以編製合併財務報表：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 重大的定義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業務的定義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及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

除下文所述者外，於本年度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中提述有關概念框架（修訂本）及國際財
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對本集團本年度及過往年度的財務狀況及表現及╱或該等合併財務報
表所載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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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重大的定義之影響

本集團於本年度首次應用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修訂本為重
大提供新的定義，列明「倘遺漏、錯誤陳述或隱瞞資訊可以合理預期會影響一般用途財務
報表的主要用戶基於該等提供有關特定報告實體之財務資訊的財務報表作出之決策，則該
資訊屬重大」。修訂本亦釐清在整體財務報表的範圍內，重大性取決於資訊的性質或幅度（單
獨或與其他資訊結合使用）。

本年度應用修訂本對合併財務報表並無影響。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及相關修訂 1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新型冠狀病毒 – 相關租金優惠 4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概念框架之提述 2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
 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 – 第二階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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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之間出售或注入資產 3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將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 1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實務報告
 第2號（修訂本）

會計政策披露 1

國際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 會計估計的定義 1

國際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擬定用途前
 之所得款項 2

國際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虧損性合約 – 履行合約之成本 2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對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週期
 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年度改進 2

1 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待定日期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除下文所述新訂及經修訂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外，董事預期應用所有其他新訂及經修訂之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於可預見未來將不會對合併財務報表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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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概念框架之提述

該等修訂本：

• 更新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對業務合併之提述，使其
提述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於二零一八年三月頒佈的財務報告概念框架（「概念框架」），
而非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的財務報表編製及呈列框架（由於二零一零年九月頒佈的
財務報告概念框架所取代）；

• 添加一項規定，就國際會計準則第37號撥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或國際財務報告
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21號徵費範圍內的交易及其他事件而言，收購方應用國際會計準
則第37號或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21號而非概念框架以識別其於業務合併
中所承擔的負債；及

• 添加一項明確聲明，即收購方不會確認於一項業務合併中所收購之或然資產。

預計應用該等修訂本將不會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表現造成重大影響。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國際會計準則第 39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第4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利率基準改革 – 第二階段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國際會計準則第 39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第4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利率基準改革 – 第二階段涉有關金融資產、
金融負債及租賃負債之修訂、特定對沖會計規定及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
披露之披露要求，以符合有關修訂及對沖會計之該等修訂。

• 對金融資產、金融負債及租賃負債之修訂。就改革所需的修訂（因利率基準改革直接
導致並按經濟上相當的基準作出的所需修訂）引入可行權宜方法。該等修訂透過更新
實際利率入賬。所有其他修訂乃使用現行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予以入賬。就應用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租賃（「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之承租人會計建議相似的可
行權宜方法；

• 對沖會計規定。根據該等修訂，對沖會計不僅是因利率基準改革而終止。對沖關係（及
相關文件）須予以修訂以反映對對沖項目、對沖工具及對沖風險之修訂。經修訂的對
沖關係應符合申請對沖會計的所有資格標準，包括有效性規定；及

• 披露。該等修訂要求作出披露，以允許用戶了解本集團所面臨因利率基準改革產生
的風險性質及程度，及實體如何管理該等風險以及實體由銀行同業拆息利率過渡至
替代基準利率的進展，以及實體如何管理該過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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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倫敦銀行同業拆息利率╱人民幣貸款優惠利率將
受利率基準改革之影響。本集團預期若該貸款之利率基準因應用該等修訂變革有所變動，
將不會產生任何重大收益或虧損。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將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

該等修訂本為評估將結算期限延遲至報告日期後最少十二個月的權利提供澄清及額外指引，
以將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當中：

• 訂明負債應基於報告期末存在的權利而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具體而言，該等修訂
本澄清：

(i) 該分類不受管理層於十二個月內結算負債的意圖或預期所影響；及

(ii) 倘若該權利以遵守契諾為條件，即使貸款人在較後日期才測試是否符合條件，
則該權利會在報告期末符合條件的情況下存在；及

• 澄清倘若負債具有條款，可由對手方選擇透過轉讓實體本身的權益工具進行結算，
則僅當實體應用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金融工具：呈列將選擇權單獨確認為權益工具時，
該等條款方不會對其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造成影響。

根據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未償還負債，應用該等修訂本將不會導致本集
團負債的重新分類。

3. 收入

本集團收入指已收及應收銷售光纜及光纖分配網絡設備的金額，已扣除折扣、客戶退貨及
銷售相關稅項，收入於以下時間點確認：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光纜 375,757 502,594

光纖分配網絡設備 3,764 31,733  
  

379,521 534,327  

本集團主要向位於中國的客戶出售光纜及光纖分配網絡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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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

為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而向本公司行政總裁（亦為本集團總經理），即主要營運決策者呈報
的資料集中於銷售光纜及光纖分配網絡設備的所得收入。

由於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光纜及光纖分配網絡設備，董事認為本集團有一個可呈報
及經營分部。因此，除實體層面披露外並無呈報分部資料。

地區資料

本集團主力於中國經營業務，其全部非流動資產（金融資產及遞延稅項資產除外）均位於中國。

5. 其他收入、收益、開支及虧損淨額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利息收入 7,684 9,195

其他利息收入 1,910 3,370

外匯（虧損）收益淨額 (725) 974

銷售電力及銷售其他材料的收益 3,176 1,328

已確認政府資助 5,489 5,52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1) (53)

其他 463 39  
  

17,996 20,376  

6. 融資成本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借貸利息 4,950 10,366

租賃負債利息 43 55  
  

4,993 1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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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抵免（開支）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3,745) (5,299)

預扣稅 (2,944) –

遞延稅項 12,442 (2,609)  

5,753 (7,908)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本公
司附屬公司江蘇南方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南方通信」）及江蘇盈科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盈科」）
均於本年度被認定為「高新技術企業」。因此，南方通信及盈科於本年度享有企業所得稅減
免稅率15%（二零一九年：15%）。

8. 除稅前（虧損）利潤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稅前（虧損）利潤已扣除：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5,709 15,702

減：已於存貨資本化的折舊 (12,476) (12,806)  

3,233 2,896  
  

使用權資產折舊 1,432 1,198

核數師酬金 800 1,400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工資及津貼 35,733 36,639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691 4,646  
  

員工成本總額 37,424 41,285  

確認為銷售成本的存貨成本 340,793 404,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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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虧損）盈利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虧損）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之（虧損）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虧損）溢利） (19,182) 33,856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股份加權平均數 1,120,000 1,120,000  

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原因是兩個年度並無已發行的潛在普通股。

10.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項 370,858 391,067

減：信貸虧損撥備 (6,446) (5,857)  
 

364,412 385,210

應收票據（附註） 27,018 19,966  

391,430 405,176  

附註：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的應收票據由銀行及客戶發出並於六個月內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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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根據發票日期呈列的貿易應收款項（扣除信貸虧損撥備）賬齡分析：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不到6個月 344,066 334,140

超過6個月但不到1年 13,816 44,800

超過1年 6,530 6,270  
 

364,412 385,210  

根據本集團與三家中國國有電信網絡運營商（「中國主要電信網絡運營商」）訂立的相關銷售
協議，70%至90%的發票金額可於出具發票時收取。本集團允許向中國主要電信網絡運營
商授出六個月內的信貸期，以收取餘款。此外，本集團亦會於完成交付商品後向具有良好
還款記錄的客戶授出不多於一年的信貸期。本集團不會要求客戶提供抵押品。

11. 原到期時間超過三個月的銀行存款、受限制銀行存款及結餘、銀行存款、銀行結餘
及現金

於報告期末，原到期時間超過三個月的銀行存款、受限制銀行存款及結餘、銀行存款及銀
行結餘按介乎每年0.3%至4.2%的年利率計息（二零一九年：每年 0.3%至4.2%）。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的受限制銀行存款及結餘已就發出應付票據質押予銀行及若干履約保
證金。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原始到期時間超過三個月的銀行存款包括銀行存款
人民幣44,680,000元，於報告期末十二個月內到期支取。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概
無原始到期時間超過三個月的銀行存款，於報告期末十二個月內到期支取。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原始到期時間超過三個月的銀行存款包括銀行存款
人民幣102,600,000元（二零一九年：人民幣 98,428,000元），於二零二二年一月到期支取（二零
一九年：二零二二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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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付款項 120,914 152,160

應付票據 94,963 134,019  
 

215,877 286,179  

採購材料的平均信貸期為收到材料及相關增值稅發票後之四個月內。

以下為貿易應付款項按發票日期呈列的賬齡分析：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不到6個月 118,177 145,295

超過6個月但不到1年 453 3,572

超過1年 2,284 3,293  
 

120,914 152,160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的應付票據乃由銀行發出且限期為六個月內，並由本集團的受限制銀
行存款及結餘作抵押。

13. 銀行借貸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抵押及已擔保銀行借款 72,276 –

無抵押及已擔保銀行借款 100,000 110,000  

172,276 1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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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千股 千港元

每股面值0.001港元的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二零一九年及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8,000,000 8,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二零一九年及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120,000 1,120  

於合併財務報表列示為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二零一九年及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997 

15. 股息

董事決議不宣派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二零一九年：末期股
息每股普通股0.03828港元（相當於人民幣0.035元），合計人民幣39,2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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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為國內領先的通信製造商。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
集團錄得收入下降29.0%至約人民幣379.5百萬元（二零一九年：約人民幣 534.3百
萬元）。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毛利約人民幣 38.7百萬元（二零
一九年：約人民幣129.5百萬元），下降約70.1%。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
損及綜合開支總額約人民幣 19.2百萬元（二零一九年：利潤及綜合收益總額約人
民幣33.9百萬元）。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每股基本虧損約人民幣0.02元（二
零一九年：每股盈利約人民幣0.03元）。

認購Gold Image Limited之股份、授出認購期權及收購股東貸款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十八日，Century Planet Limited（「Century Planet」）、Gold Image 

Limited（「Gold Image」）與林瑜先生（「林先生」）訂立一項認購協議（「認購協議」），
據此，(i)Century Planet有條件同意認購及Gold Image有條件同意配發及發行若干
認購股份，代價為 9,999美元；(ii)林先生同意向Century Planet授出認購期權，代
價為1美元；及 (iii)Century Planet將自林先生收購股東貸款23,038,052美元，代價為
23,038,052美元。

認購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已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認購協議之條
款及條件完成（「完成」）。

有關認購協議及完成之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九月十八日及二
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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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之工作範圍

本初步公告所載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合併財務狀況
表、合併損益及其他綜合收益表以及相關附註所呈列數字已獲本集團核數師德勤 •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同意與本集團本年度之經審核合併財務報表所載之數額相符。
德勤 •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就此執行之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
之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工作準則或香港鑒證工作準則而進行之鑒證工作，
因此，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並無就本初步公告作出保證。

財務回顧

收入

本集團收入指來自製造及銷售光纜及光纖分配網絡設備的收入。截至二零二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收入約為人民幣 379.5百萬元，較截至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 534.3百萬元下降 29.0%。於報告期內，本
集團銷售量較上一財政年度增加約 12%。然而，由於受行業光纜招標價格整體下
滑的影響，光纜之中標價格大幅下降，導致本集團收入下降。

銷售成本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銷售成本約人民幣340.8百萬元，
較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404.8百萬元下降約15.8%。

毛利及毛利率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毛利由二零一九年同期的約人民幣
129.5百萬元下降約 70.1%至約人民幣 38.7百萬元。於報告期內，本集團毛利率約
10.2%，而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毛利率約為24.2%。此乃由於
受行業光纜招標價格整體下滑的影響，本集團之中標價格大幅下降，且有關價
格的跌幅高於原材料成本下降的幅度。因而對本集團之毛利及毛利率造成重大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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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收益、開支及虧損，淨額

本集團錄得收益淨額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 20.4百
萬元，下降至二零二零年同期之收益淨額約人民幣 18.0百萬元。收益淨額下降主
要是由於利息收入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 12.6百萬
元下降至報告期內約人民幣9.6百萬元。

銷售及分銷費用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產生的銷售及分銷費用約人民
幣19.3百萬元，較二零一九年同期約人民幣18.7百萬元適度增加約3.5%，有關費
用的增加乃由於本集團銷量增加所推動。

管理費用

本集團的管理費用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 41.3百萬
元下降約4.6%至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 39.4百萬元。有
關減少乃由於受疫情影響，而導致差旅費及住宿費減少所致。

研究成本

本集團的研究成本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 30.2百萬
元下降約 24.5%至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 22.8百萬元。
下降主要乃由於與5G相關的項目在本年度內完成所致。

融資成本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融資成本由二零一九年同期
約人民幣10.4百萬元下降約52.1%至約人民幣 5.0百萬元。有關減少與本年度內平
均銀行借貸減少相符。

– 17 –



應佔一家聯營公司利潤（虧損）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應佔一家聯營公司利潤約
人民幣0.2百萬元，而二零一九年同期則確認應佔虧損約人民幣11.0百萬元。上述
聯營公司從事光纖生產及銷售業務。由於光纖預製棒的採購價格與光纖的銷售
價格的調整一致，故導致整體盈利情況有所改善。

所得稅抵免（開支）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所得稅抵免約人民幣 5.8百
萬元，而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產生的所得稅開支約人民幣 7.9

百萬元。該變動與本集團利潤減少一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利潤及綜合（開支）收益總額

綜上所述，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產生擁有人應佔虧
損及綜合開支總額約人民幣 19.2百萬元，而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同期產生的利
潤及綜合收益總額約人民幣33.9百萬元。

流動資金、財務及資本資源

現金狀況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受限制銀行存款及結餘、原到期時間
超過三個月的銀行存款、銀行存款、銀行結餘及現金合共為約人民幣 377.5百萬
元（二零一九年：約人民幣529.0百萬元），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下降約
28.6%。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約人民幣67.7百萬元（二零一九年：
約人民幣67.2百萬元）的受限制銀行存款及結餘，乃就發行應付票據及若干履約
保證金質押予銀行。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以其若干銀行存款人民幣150.2百萬元（二
零一九年：人民幣55.2百萬元）作為銀行借貸、履約保證金、應付票據及一家銀行
發行的擔保函的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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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率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率（按總負債除以總權益計算）
約68.3%（二零一九年：約64.3%）。

貨幣風險

儘管本年度本集團的經營主要在中國進行，且其主要以人民幣進行銷售並產生
生產成本及開支，本集團有若干銀行存款及結餘、來自最終控股公司的墊款、向
Pacific Smart Development Limited（「Pacific Smart」）作出之貸款以及銀行借貸以外幣
計值。本集團可使用任何合約對沖其所面臨的貨幣風險（如合適），且董事透過密
切監察外幣匯率變動管理其外幣風險。

利率風險

本集團的公平價值利率風險主要與其定息銀行存款、向Pacific Smart作出的貸款、
來自一家合營公司的貸款、租賃負債及定息銀行借貸有關。本集團亦因浮息金
融工具（主要為按現行市場利率計息的受限制銀行結餘、銀行結餘及浮息銀行借
貸）的利率變動影響而面臨現金流量利率風險。本集團現時並無利用任何衍生工
具合約對沖其所面臨的利率風險。

信用風險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由於對手方未能履行其責任而對本集團造成財
務虧損之最大信用風險產生自合併財務狀況表內所列各項已確認金融資產之賬
面值。

本集團的信用風險主要來自客戶合約產生的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及其他應
收款項。為減低信用風險，董事已委派團隊負責釐定信用限額及監控程序，以確
保採取跟進措施收回逾期應收款項。就此而言，董事認為本集團信用風險已大
幅減少。此外，本集團管理層根據個別應收款項進行減值評估，以根據內部信用
評級、賬齡、抵押品、還款記錄及╱或相關其他應收款項的逾期情況估計貿易應
收款項、應收票據及其他應收款項之預期信貸損失（「預期信貸損失」）金額並就
前瞻性資料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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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銀行存款及結餘而言，本集團管理層評估本集團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之銀行
存款，受限制銀行存款及結餘、銀行存款及銀行結餘均處於低信用風險，原因是
經參考國際或中國信用評級機構，該等款項存放於信譽良好且具有較高內部信
用評級的銀行中，預期信貸損失並不重大。

本集團有集中信用風險，原因是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貿易應收款項
的約93.9%（二零一九年：約97.9%）乃應收具有良好還款記錄及穩健財務背景的
中國主要電信網絡運營商的款項。

除上述者外，本集團並無重大集中信用風險。

流動風險

本集團管理層定期監控本集團的現金流量狀況，以確保本集團的現金流量受到
嚴格控制。本集團的目標為透過保持可動用的承諾信貸額度及發行新普通股維
持資金的靈活性。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已訂約但尚
未作出撥備的資本開支之資本承擔約人民幣1.1百萬元（二零一九年：約人民幣2.7

百萬元）。

未來重大投資計劃

本集團將繼續投資開發項目，並在其認為適當時收購合適的廠房及機器。該等
投資將以內部資源、外部股權融資及╱或借貸以及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就全球發售按每股 1.02港元之價格發行本公司每股面值 0.001港元之普通股所得
款項淨額撥付。除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之招股章程及本公告
所披露者外，於本公告日期，本集團並無任何未來重大投資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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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薪酬政策及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約 370名僱員（二零一九年：約 420名）。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產生的員工成本約為人民幣
37.4百萬元（二零一九年：約人民幣 41.3百萬元）。根據適用法律及法規規定，本
集團參與多項僱員福利計劃，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及人身傷害保險。本集團
為其僱員採納具有競爭力的薪酬待遇。薪酬待遇定期參考當時的市場僱用慣例
及法例檢討。

自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生效日期起，並無任何購股權根據購股權計劃授
出、行使、註銷或失效，且於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未行
使的購股權。

展望

相比二零一九年，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錄得的收入大幅下降並錄得淨虧損。有
關變動的主要原因為：

1. 二零二零年受新型冠狀病毒（「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影響，國內外經濟
受到巨大的衝擊。本集團業務受疫情影響明顯，市場需求趨緩，上下游產業
鏈遭遇較長時間停工。上游光纖預制棒的產能釋放，光纖短缺的情況消失，
光纜的產能大幅度增加，競爭加劇，致使毛利率下降。更甚是自第四季度開
始，除光纖以外的其他原材料成本均有所增加，導致本集團錄得較大的虧損。

2. 二零二零年，中國主要電信網絡運營商已開展 5G規模建設，光纖光纜需求
有所回暖。然而，由於市場主要供應商在前期擴充的產能集中釋放，致使光
纜的供需關係由前期的短缺轉為過剩，市場競爭激烈。於二零二零年，在中
國主要電信網絡運營商就普通光纜產品所進行的集中採購中，平均單價進
一步下降約30%，可見行業產能優化及調整仍需一段時間方可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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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工信部發佈《「雙千兆」網絡協同發展行動計畫 (二
零二一至二零二三年）》，提出到二零二一年底，千兆光纖網絡具備覆蓋2億戶家
庭的能力，萬兆無源光網絡 (10G-PON)及以上端口規模超過 500萬個，千兆寬帶用
戶突破1000萬戶。5G網絡基本實現縣級以上區域、部分重點鄉鎮覆蓋，新增5G

基站超過60萬個，建成20個以上千兆城市。到二零二三年底，千兆光纖網絡具備
覆蓋4億戶家庭的能力，千兆寬帶用戶突破 3000萬戶。5G網絡基本實現鄉鎮級以
上區域和重點行政村覆蓋，建成 100個千兆城市。中國主要電信網絡運營商處於
當下5G產業發展的核心，二零二一年中國主要電信網絡運營商需要追趕因新型
冠狀病毒推遲的進度，故此資本開支有望維持高位，因而對光纖光纜的需求將
會增長，促使光纖光纜的價格從目前低位反彈。同時在國家政策的支持下，也將
加快推進5G技術發展，預計二零二一年光纖光纜需求將回暖。

本集團將會進一步尋求產業鏈的整合機會，提升對原材料價格的控制能力，從
而強化成本控制，以提高其競爭實力及盈利能力。

本集團將進一步圍繞通信產業拓展相關多元化業務。工信部《「雙千兆」網絡協同
發展行動計畫 (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三年）》鼓勵光纖光纜、芯片器件、網絡設備等
企業針對5G芯片、高速PON芯片、高速無線局域網芯片、高速光模塊、高性能器
件等薄弱環節，加強技術攻關，提升製造能力和工藝水平。由於高速光模塊在
5G建設中的重要地位及廣闊的市場前景，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斥資約 23

百萬美元投資了具有從芯片到光模塊產品的全生產鏈公司–索爾思光電集團，是
光通信及數據連接先進技術解決方案的全球領先供應商，本集團成為其在光通
信行業內唯一的合作夥伴，未來本集團將獨立或與其合作，進一步拓展在光模
塊領域的發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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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在二零二一年仍未完全結束。我們認為其對本集團營運及未
來前景的影響將取決於該新型冠狀病毒的持續時間、實施的監管政策及可能影
響到本集團經營所在的商業環境之相關保護措施。本集團將密切監控新型冠狀
病毒的發展，繼續評估其對本集團的影響並採取必要措施以減輕其業務風險。

為應對挑戰，本集團將積極投身於二零二一年迎合 5G網絡建設需求的光纜及其
通信行業新硬體製造行業以提高我們的競爭力及市場份額，希望為其股東爭取
滿意回報。

充足的公眾持股量

根據本公司公開可得的資料及據董事所深知，本公司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內已維持充足的公眾持股量。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將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星期五）
舉行，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將按照上市規則規定的方式刊載及寄發。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致力於維持高水平的企業管治，並相信良好的企業管治可 (i)提高管理有
效性及效率；(ii)增加本公司的管理透明度；(iii)加強本公司的風險管理及內部監
控；及 (iv)保障本公司股東及本公司的整體利益。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作為其本身
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已遵守
企業管治守則所載守則條文。本公司將繼續檢討及加強企業管治常規，以確保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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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上市發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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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其本身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
定查詢，本公司確認，全體董事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直至
本公告日期已遵守標準守則的規定準則。

審計委員會

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林芝強先生、
陳繼榮先生及胡永權先生。林芝強先生為審計委員會主席。

審核委員會已與本公司管理層及外聘獨立核數師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合併財務報表及本業績公告，並認為彼等已遵守相關會
計準則進行編製且本公司已作出適當披露。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即於茹敏女士、陳繼榮先生
及胡永權先生。胡永權先生為薪酬委員會主席。薪酬委員會將至少每年會面一次，
以檢討本公司的薪酬政策及架構以及向董事會作出推薦建議，並釐定執行董事
及本集團高級管理層的薪酬待遇以及其他相關事宜。

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即於金來先生、林芝強先生
及陳繼榮先生。於金來先生為提名委員會主席。提名委員會將至少每年會面一
次，以檢討董事會的架構、人數及多元化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的獨立性，並考慮
於股東週年大會上退任並膺選連任的董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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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為釐定有權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本公司股東，本公司將於二零二
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星期二）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日）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遞交過戶文件登記的截止時間將為二零二一年六月二
十一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

如欲符合資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投票，所有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必須於上
述日期及時間前遞交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
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54樓），以進行登記。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刊載年度業績公告及年報

本業績公告刊載於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www.jsnfgroup.com)。
本公司二零二零年年報將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星期四）或之前寄發予本
公司股東，並將可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查閱。

代表董事會
Nanfang Communication Holdings Limited

南方通信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於金來

香港，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石明先生（行政總裁）、於茹敏女士及於茹萍女士；非
執行董事為於金來先生（主席）；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胡永權先生、林芝強先生及
陳繼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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