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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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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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nfang Communication Holdings Limited
南方通信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617）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告

摘要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經營業績如下：

• 總收入增加約103.1%至約人民幣334.3百萬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約人民幣164.6百萬元）。

• 毛利增加約3.5%至約人民幣12.5百萬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約人民幣 12.1百萬元）。

• 毛利率由約7.3%下降至約3.7%。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及綜合開支總額約人民幣 19.6百萬元（截至二零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36.8百萬元），減少約46.8%。

•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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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fang Communication Holdings Limit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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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報告期」）之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業績，連同截至二零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比較未經審核數字。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業績
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核及審閱，但已由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審閱。

簡明合併損益及其他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3、4 334,341 164,586

銷售成本 (321,863) (152,534)  

毛利 12,478 12,052

其他收入、收益、開支及虧損淨額 5 9,285 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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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 –

銷售及分銷費用 (11,731) (8,101)

管理費用 (21,384) (32,401)

研究成本 (20,412) (14,838)

融資成本 6 (3,554) (5,611)

應佔一家聯營公司利潤╱（虧損） 5,676 (2,824)

應佔一家合營公司利潤 4,076 286  

除稅前虧損 8 (25,913) (42,615)

所得稅抵免 7 6,323 5,792  

期內虧損及綜合開支總額 (19,590) (36,823)  

每股虧損 9 人民幣 (0.013)元 人民幣 (0.03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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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

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9,427 85,565
 使用權資產 45,569 29,480
 於一家聯營公司的權益 96,674 89,240
 於一家合營公司的權益 88,705 84,624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按公允價值
  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153,016 153,016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預付款 – 52
 受限制銀行存款及結餘 12 1,763 1,763
 原到期時間超過三個月的銀行存款 118,972 –
 遞延稅項資產 29,651 25,414  

613,777 469,154  

流動資產
 存貨 48,529 45,112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11 501,591 374,16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1,239 34,048
 可收回稅項 – 2,944
 受限制銀行存款及結餘 12 62,800 62,063
 原到期時間超過三個月的銀行存款 – 106,467
 銀行存款、銀行結餘及現金 326,882 265,639  

951,041 890,440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13 363,858 207,063

 其他應付款項 78,941 60,171

 來自一家合營公司的貸款 29,839 29,235
 合約負債 236 852
 租賃負債 349 344
 銀行借貸 14 301,109 250,286
 應付稅項 21,806 22,036  

796,138 569,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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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

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資產淨額 154,903 320,45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68,680 789,60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5 1,291 1,291
 儲備 746,227 765,81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747,518 767,108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5,340 6,267
 遞延收入 – 政府資助 15,431 15,665
 租賃負債 391 567  

21,162 22,499  

768,680 789,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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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簡明合併財務報表乃按照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國際會計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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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
附錄16的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合併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在適用情況下按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工
具除外。

除應用新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導致的會計政策變動外，截至二零二
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合併財務報表所使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本集團截
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合併財務報表所呈列者相同。

應用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引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概念框架（修訂本）以及下列由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並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強制生效的經
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以編製本集團的簡明合併財務報表：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年度改進 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年度改進

國際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 – 擬定用途前的所得款項
國際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虧損性合約 – 履行合約的成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年度改進 引用概念框架
會計指引第5號（修訂本） 會計指引第5號共同控制合併的合併會計法

 （經修訂）

於本期間應用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之財務狀況
及表現及╱或該等簡明合併財務報表所載披露事項概無重大影響。

3. 收入

(i) 分拆來自客戶合約的收入

本集團收入指已收及應收銷售光纜、光纖分配網絡設備及彩塗鋼板的金額，已扣除
折扣、客戶退貨及銷售相關稅項，收入於時間點確認。

本集團之光纜、光纖分配網絡設備及彩塗鋼板銷售主要對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之客戶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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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客戶合約之履約責任

本集團根據有關銷售協議，向中國三大國有電信網絡運營商（「中國主要電信網絡運
營商」）及其他公司銷售光纜及光纖分配網絡設備。當光纜及光纖分配網絡設備之控
制權已轉移時（即其已運送至客戶之指定位置時）按客戶收到之光纜及光纖分配網絡
設備數量確認收入。本集團確認應收款項，因為此即表示由於收取代價的權利於有
關間點變為無條件，僅須待時間過去便可收取付款。相關銷售協議中並無載列光纜
及光纖分配網絡設備的退貨條款，除非若發現質量問題該等產品可予替換。當客戶
接收貨品時，客戶不得退回或無權延遲或逃避支付貨品款項。本集團通常會於完成
交付貨品後六個月內發出發票。根據本集團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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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向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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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分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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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纖分配網絡設備及彩塗鋼板的所得收入。

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光纜及光纖分配網絡設備，亦從事加工及銷售彩塗鋼板，主要
營運決策者根據經營業績指標評估業務表現，並從產品角度考慮業務。就資源分配及表現
評估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呈報的資料集中於本集團的整體經營業績，原因是本集團資源經已
整合。因此，本集團已識別以下兩個經營分部：

– 製造及銷售光纜及光纖分配網絡設備

– 加工及銷售彩塗鋼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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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各業務提供不同的產品及服務並需要不同的業務策略，因此本集團的可呈報分部乃分
開管理。主要營運決策者根據各經營分部的分部收入及毛利╱（毛損）評估經營分部的表現。
分部表現的指標（主要營運決策者以此為基礎分配資源並評估分部表現）並不包括銷售及分
銷費用、管理費用及研究成本。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公允價值變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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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佔一家聯營公司利潤╱（虧損）、應佔一
家合營公司利潤、其他收入、收益、開支及虧損淨額、融資成本及所得稅抵免亦不會分配
至個別經營分部。本集團各可呈報分部的營運概要如下：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製造及銷售光纜

及光纖分配

網絡設備

加工及銷售

彩塗鋼板 本集團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收入 304,974 29,367 334,341

毛利╱（毛損） 14,945 (2,467) 12,478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製造及銷售光纜

及光纖分配
網絡設備

加工及銷售
彩塗鋼板 本集團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收入 164,586 – 164,586

毛利 12,052 – 1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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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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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收益、開支及虧損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利息收入 2,920 4,888
外匯收益淨額 86 1,713
銷售其他材料的收益 5,165 1,823
已確認政府補貼 630 395
其他 484 3  

其他收入、收益、開支及虧損淨額 9,285 8,822  

6.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借貸利息 3,542 5,599
租賃負債利息 12 12  

融資成本 3,554 5,611  

7. 所得稅抵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即期稅項 (5) (4)
遞延稅項 6,328 5,796  

所得稅抵免 6,323 5,792  

由於本公司及其若干附屬公司並無於報告期內賺取應課稅收入，故並無計提所得稅撥備（截
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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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於自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七日起計的三年期間獲認定為「高新技術企業」。因此，南方通信
及盈科均於報告期內享有企業所得稅減免稅率15%（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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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除稅前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稅前虧損已扣除：
確認為銷售成本的存貨成本 321,863 152,534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折舊 5,866 7,430

減：已於存貨資本化的折舊 (4,450) (6,455)  

確認為銷售成本的折舊 1,416 975  

使用權資產折舊 529 414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  薪金、工資及津貼 14,097 12,411

 –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2,419 1,989

 –  以權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開支 – 14,934  

員工成本總額 16,516 29,334  

9. 每股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虧損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報告期內虧損） (19,590) (36,823)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股 千股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478,400 1,132,376  

由於兩個期間均無發行在外的潛在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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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無）。

11.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

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 507,209 381,069

減：信貸虧損撥備 (10,175) (9,111)  

貿易應收款項淨額 497,034 371,958

應收票據（附註） 4,557 2,209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501,591 374,167  

附註：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之應收票據乃由銀行及客戶發出並於六個月內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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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

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不到6個月 475,331 354,381

過6個月但不到1年 18,865 11,343

超過1年 2,838 6,234  

貿易應收款項淨額 497,034 371,958  

根據本集團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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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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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受限制銀行存款及結餘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受限制銀行存款及結餘
已就發行應付票據、若干履約保證金、銀行借貸及擔保函質押予銀行。

13.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

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246,594 112,492

應付票據 117,264 94,571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363,858 207,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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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

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不到6個月 201,417 108,138

超過6個月但不到1年 37,911 1,756

超過1年 7,266 2,598  

貿易應付款項 246,594 112,492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貿易應付款項包括約人民幣 87,650,000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約人民幣22,752,000元）的應付聯營公司款項。應付聯營公司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
須根據相關採購協議支付。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概無應付關聯方款項（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1,577,000元）。應付關聯方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須根據相關採購協議支付。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應付票據乃由銀行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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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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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銀行借貸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所有計息銀行借貸均為無抵押、由集團公司擔保，須於一年內
償還並以人民幣計值，惟其中一筆約人民幣91.1百萬元的銀行借貸（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約人民幣 40.3百萬元）由一家銀行發出的擔保函作抵押（而該擔保函則由本集團若干
銀行存款作抵押）、由本公司一名董事擔保，須於一年內償還並以歐元計值。本集團金額約
為人民幣180.0百萬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180.0百萬元）的銀行借貸按固
定利率計息，其年利率介乎3.30%至3.45%（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28%至3.45%），而
金額約人民幣 121.1百萬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70.3百萬元）的銀行借貸
則按浮動利率計息，其年利率介乎1.0%至3.60%（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74%至3.60%）。

15. 股本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法定

 8,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01港元的普通股 8,000 8,000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發行及繳足

 1,478,400,000股（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478,400,000股）每股面值0.001港元的普通股 1,478 1,478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列示為 1,291 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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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作為國內領先的通信製造商，於報告期內，本集團錄得收入約人民幣 334.3百萬
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64.6百萬元），較二零二一
年同期上升約103.1%。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毛利約人民幣 12.5百萬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約人民幣 12.1百萬元），較二零二一年同期上升約3.5%。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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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百萬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36.8百萬元），較二
零二一年同期減少約46.8%。

於報告期內，每股基本虧損約人民幣0.013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約人民幣0.03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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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加工及銷售彩塗鋼
板的收入。於報告期內，本集團錄得總收入約人民幣 334.3百萬元，較截至二零二
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64.6百萬元增加約103.1%。

按產品分部劃分，光纜及光纖分配網絡設備分部貢獻收入約人民幣305.0百萬元，
較二零二一年同期約人民幣164.6百萬元上升約 85.3%，佔本集團總收入 91.2%（截
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00%）。收入增加受惠於集團於中國移動及
中國電信二零二一年普通光纜集採中標份額及價格均有所提升，提升後的中標
價格分別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及二零二二年一月開始實施。

另一方面，彩塗鋼板分部貢獻收入約人民幣29.4百萬元，佔本集團總收入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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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成本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的銷售成本約人民幣321.9百萬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52.5百萬元），較二零二一年同期上升約111.0%。

毛利及毛利率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的毛利約人民幣 12.5百萬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約人民幣 12.1百萬元），較二零二一年同期上升約 3.5%。於報告期內，本
集團的毛利率約3.7%，而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率約7.3%。
其主要原因為銷售年度內新冠疫情反覆，疊加俄烏問題的影響，使得除光纖以
外的其他原材料成本（比如有色金屬、部分化工原材料等大宗商品），以及物流運
輸成本均有顯著持續上漲，對本集團之毛利及毛利率造成不利影響。

其他收入、收益、開支及虧損淨額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其他收入淨額約人民幣 8.8百萬元，上升
至於報告期內約人民幣9.3百萬元。報告期內其他收入淨額增加的主要原因是：(i)

其他材料銷售收益淨額增加至約人民幣5.2百萬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約人民幣1.8百萬元）；(ii)銀行利息收入下降至約人民幣2.9百萬元（截至二零二一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4.9百萬元）；及 (iii)外匯收益淨額減少至約人
民幣0.1百萬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7百萬元）。

銷售及分銷費用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費用約人民幣 11.7百萬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8.1百萬元），較二零二一年同期增加約44.8%。於報
告期內，本集團業務規模大幅上升，導致運費大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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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費用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的管理費用約人民幣 21.4百萬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32.4百萬元）。管理費用下降主要由於本公司於截至二零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一次性以權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約
人民幣14.9百萬元，而於報告期內並無產生有關開支。

研究成本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研究成本約人民幣 20.4百萬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14.8百萬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 37.6%。有關增加主要由於
調配更多資源去提升產品質量並加強結構轉型以及開發新產品。

融資成本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融資成本約人民幣3.6百萬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約人民幣 5.6百萬元），較二零二一年同期下降約 36.7%。於報告期內，本
集團利用融資工具撥付其營運，將融資成本降至最低。因此，融資成本較截至二
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有所下降。

應佔一家聯營公司利潤╱虧損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應佔一家聯營公司利潤約人民幣5.7百萬元，而截至二零二
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則為應佔一家聯營公司虧損約人民幣 2.8百萬元。該聯
營公司主要從事光纖製造及銷售業務。

應佔一家合營公司利潤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錄得應佔一家合營公司利潤約人民幣4.1百萬元，較截至二
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0.3百萬元增加約 13倍。該合營公司從事
製造及銷售光纖預製棒。

所得稅抵免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所得稅抵免約人民幣 6.3百萬
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5.8百萬元），主要為確認與
稅項虧損有關的遞延稅項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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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及綜合開支總額

由於上述因素，於報告期內，本公司錄得擁有人應佔虧損及綜合開支總額約人
民幣19.6百萬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36.8百萬元），
較二零二一年同期減少約46.8%。

流動資金、財務及資本資源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的營運及資本需求主要透過股本、儲備、銀行借貸、來自一
家合營公司的貸款及應付一名董事的款項撥付資金。

現金及貸款狀況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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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人民幣 510.4百萬元（二零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435.9百萬元），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增加約17.1%。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計息銀行借貸約人民幣301.1

百萬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250.3百萬元）及來自一家合營公
司的貸款約人民幣29.8百萬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29.2百萬元）。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所有計息銀行借貸均為無抵押、由集團公司擔保，須
於一年內償還並以人民幣計值，惟其中一筆約人民幣 91.1百萬元的銀行借貸（二
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40.3百萬元）由一家銀行發出的擔保函作抵
押（而該擔保函則由本集團若干銀行存款作抵押）、由本公司一名董事擔保，須於
一年內償還並以歐元計值。本集團金額約人民幣 180.0百萬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約人民幣180.0百萬元）的銀行借貸按固定利率計息，其年利率介乎3.30%

至3.45%（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28%至3.45%），而金額約人民幣121.1百
萬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70.3百萬元）的銀行借貸則按浮動利
率計息，其年利率介乎1.0%至3.60%（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74%至3.60%）。

來自一家合營公司的貸款為無抵押，按每年 4.35%計息且須於一年內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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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質押其若干原到期時間超過三個月的銀行存
款以及受限制銀行存款合共約人民幣66.8百萬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約人民幣 51.1百萬元）作為銀行借貸、履約保證金、應付票據及一家銀行發出的
擔保函的抵押。

資產負債率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率（按總負債除以總權益計算）約
為109.3%（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77.2%）。

貨幣風險

儘管於報告期內本集團的經營主要在中國進行，且其主要以人民幣錄得銷售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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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付一名董事的款項以及銀行借貸以人民幣以外的外幣計值。本集團可使用任
何合約對沖其所面臨的貨幣風險（如合適）。董事已透過密切監察外幣匯率變動
管理外幣風險。

利率風險

本集團的公允價值利率風險主要與其定息銀行存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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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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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內所列各項已確認金融資產之賬
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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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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銀行存款及結餘而言，本集團管理層在評估後認為本集團原到期時間超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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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信用集中風險，原因是約85.0%（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83.8%）的貿易應收款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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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無重大信用集中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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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收購物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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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民幣6.6百萬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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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約350名僱員（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約
320名）。於報告期內，本集團的員工成本約人民幣16.5百萬元（截至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29.3百萬元）。根據適用法律及法規規定，本集團
參加多項僱員福利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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傭慣例及法
例進行檢討。

展望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我國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光纜產量數據，一至六月份光纜
累計產量達到約1.65億芯公里，同比增長約17.9%。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上半年全
國光纜產量累計值為二零一八年以來的新高，數據也表明自二零一九年至今，
每年同期的光纜產量呈現出了一個穩固上升的趨勢。

去年三月工信部發佈的《「雙千兆」網絡協同發展行動計劃 (2021–2023年）》提出，用
三年時間基本建成全面覆蓋城市地區和有條件鄉鎮的「雙千兆」網絡基礎設施，
穩妥有序開展5G和千兆光網建設。到二零二二年底，千兆光網將覆蓋超過4億戶
家庭；二零二二年底，我國5G基站有望突破200萬個，進一步打好網絡基礎。此
外，各大運營商升級骨幹網的計劃，將催生了大量以G.654E為代表的超低損耗新
型光纖的需求；「東數西算」工程之下新型數據中心的建設，將增加以各種多模光
纖為代表的提供物理連接的光纖需求。而與往年不同的是，近期中國廣電正式
提供5G網絡服務，並於今年六月完成了首次全國性的普通光纜和蝶形光纜集採
項目。廣電的加入，使得我國運營商集採總規模進一步擴大，也預示着未來運營
商對光纖光纜的需求也將隨之進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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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英國市場研究機構CRU此前的預測，二零二二年中國市場的光纖光纜需求
達到約 2.61億芯公里，同比增長約 6.5%。同時，在 5G和千兆光網絡建設規劃下，
二零二一年至二零二六年，中國的光纜需求量將保持約2.9%的年複合增長率；
此外，二零二二年全球所有區域光纖光纜需求均有望增長，全球增速預計將超
過8%，二零二四年的光纖需求總量有望超過 6億芯公里。可以預見的是，海內外
對光纖光纜的需求，將伴隨着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的推進，在近幾年形成較為穩
固的增長態勢。在目前的形勢之下，隨着我國網絡基礎設施的建設，光纜產量處
於穩序增長之中，但在現行的沒有建立與原材料價格充分聯動機制的交易條件下，
每年一次通過招標確定的中標價格進行供貨結算的模式下，集團仍面臨很大成
本壓力。

本集團將會進一步尋求光纖光纜產業鏈的整合機會，探索並強化行業內橫向合
作新模式，提升對原材料價格的控制能力，從而強化公司的成本控制，以提高公
司的競爭實力及盈利水平。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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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本公司於報告期內及直至本公告日
期已維持充足的公眾持股量。

企業管治常規及其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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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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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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內及直至本公告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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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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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查詢，本公司確認，全體董事於報告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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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計委員會已連同本公司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的未經審核簡明合併財務報表。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於報告期內及直至本公告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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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於報告期內及直至本公告日期，本集團並無重大收購或出售其附屬公司及聯營
公司。

報告期後重要事項

自報告期結束起及直至本公告日期，並無發生影響本集團的重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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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載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公告刊載於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www.jsnfgroup.com)。本公
司於報告期內的中期報告將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八日或之前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並將可於聯交所網站及本公司網站查閱。

代表董事會
南方通信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於金來

香港，二零二二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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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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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