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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方通信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資料

核數師
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主要往來銀行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開曼群島股份過戶登記處
Conyers Trust Company (Cayman) Limited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
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

夏慤道 16號
遠東金融中心17樓

網站
www.jsnfgroup.com

股份代號
1617

董事會

執行董事
石明先生（行政總裁）

於茹敏女士

於茹萍女士

非執行董事
於金來先生（主席）

獨立非執行董事
胡永權先生

林芝強先生

陳繼榮先生

公司秘書
羅滿芳女士

授權代表
石明先生

羅滿芳女士

註冊辦事處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灣仔

告士打道 151號
資本中心 9樓 902室

中國主要營業地點
中華人民共和國江蘇省

常州市武進區

洛陽鎮岑村路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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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報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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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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南方通信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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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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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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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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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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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聯接 啟動未來 
SMART LINKS START THE FUTURE

6南方通信控股有限公司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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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報告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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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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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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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流動資金、財務及資本資源（續）

現金及貸款狀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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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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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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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流動資金、財務及資本資源（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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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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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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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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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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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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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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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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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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

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的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 7
及第 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相關條文被當作或視
為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須記載於該條所述本公司存置的登記冊內之權益
及淡倉，或根據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另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
益及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

董事姓名 權益性質
持有股份或

相關股份數目 (1) 股權概約百分比

於茹敏女士 (2) 全權信託的創始人 (2) 840,000,000 (L) 56.82
配偶權益 (4) 41,400,000 (L) 2.80

於金來先生 (3) 全權信託的受益人 840,000,000 (L) 56.82

於茹萍女士 (3) 全權信託的受益人 840,000,000 (L) 56.82

石明先生 (4) 配偶權益 (4) 840,000,000 (L) 56.82
實益擁有人 41,400,000 (L) 2.80

附註：

(1) 字母「L」表示該人士於相關股份中的「好倉」（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

(2) Pacific Mind Development Limited（「Pacific Mind」）擁有 840,000,000股股份，相當於本公司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已發行

股份（「股份」）總數的56.82%。Pacific Mind的已發行股本由UBS Nominee Limited直接擁有，而UBS Nominee Limited為一家於澤

西島註冊成立之公司，乃代UBS TC (Jersey) Limited（「受託人」）持有Pacific Mind全部已發行股本之代名人。受託人為於茹敏

女士設立之一項全權信託（「家庭信託」）之受託人，該信託由受託人擔任其受託人及於茹敏女士、其家庭成員及獲指

定之任何人士為受益人。於茹敏女士作為家庭信託之創始人，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被視為於Pacific Mind持有的

840,0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3) 該等股份由Pacific Mind以合法實益擁有人身份持有。由於於金來先生及於茹萍女士各自為家庭信託的受益人，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於金來先生及於茹萍女士各自被視為於Pacific Mind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4) 石明先生與於茹敏女士為彼此之配偶。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彼等被視為於彼此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概無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及彼等各自的聯繫人於

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 7及第 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之相關條文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須記載於該條所述本公
司存置的登記冊內之任何權益或淡倉，或根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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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

據任何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所知，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除上文所披露的董事或本公司主要

行政人員的權益及淡倉外，以下人士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 2及
第 3分部須向本公司披露，或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條須予存置之登記冊，或須知會本
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

姓名╱名稱 權益性質
持有股份或

相關股份數目 (1) 股權概約百分比

Pacific Mind Development 
 Limited (2)

實益擁有人 840,000,000 (L) 56.82

UBS TC (Jersey) Limited (2) 受託人 840,000,000 (L) 56.82

UBS Nominee Limited (2) 受控制法團權益 840,000,000 (L) 56.82

朱琴英女士 (3) 配偶權益 840,000,000 (L) 56.82

於建光先生 (4) 配偶權益 840,000,000 (L) 56.82

附註：

(1) 字母「L」表示該人士於相關股份中的「好倉」（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

(2) Pacific Mind擁有 840,000,000股股份，相當於股份總數的56.82%。Pacific Mind的已發行股本由UBS Nominee Limited直接擁有，

而UBS Nominee Limited為一家於澤西島註冊成立之公司，乃就家庭信託代受託人持有Pacific Mind全部已發行股本之代名人。

受託人為於茹敏女士設立之一項家庭信託之受託人，該信託由受託人擔任其受託人及於茹敏女士、其家庭成員及獲指

定之任何人士為受益人。

(3) 朱琴英女士為於金來先生之配偶，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在於金來先生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4) 於建光先生為於茹萍女士之配偶，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在於茹萍女士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概無其他人士（不包括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本

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 2及第 3分部須向本公司披露，或記錄於本公
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存置之登記冊，或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智慧聯接 啟動未來 
SMART LINKS START THE FUTURE

12南方通信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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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根據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通過的書面決議案，本公司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其
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起 10年期間有效。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已
更新購股權計劃的計劃授權上限。購股權計劃旨在令本集團能夠向選定參與者授出購股權，作為對彼等

為本集團作出的貢獻之激勵或獎勵。

根據購股權計劃，董事會可酌情向為本公司長期增長及盈利作出貢獻的合資格參與者（「合資格參與者」）
授出認購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合資格參與者包括 (i)本公司、任何附屬公司或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於當
中持有股本權益的任何實體（「受投資實體」）的任何僱員（不論是全職或兼職，包括任何執行董事，惟不包
括任何非執行董事）；(ii)本公司、任何附屬公司或任何受投資實體的任何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
(iii)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或任何受投資實體的任何貨品或服務供應商；(iv)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或任何受
投資實體的任何客戶；(v)向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或任何受投資實體提供研發或其他技術支援的任何人士
或實體；(vi)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或任何受投資實體的任何股東或持有由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或任何受
投資實體發行的任何證券的任何人士；(vii)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或任何受投資實體的任何業務事宜或業
務發展的任何顧問（專業或其他）或諮詢人；及 (viii)透過合營公司、企業聯盟或其他業務安排的方式，已經
或可能對本集團的業務發展及增長有所貢獻的任何其他組別或類別的參與者。於根據購股權計劃及本集

團採納的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已授出但尚未行使的購股權獲行使時可能發行的股份最高數目，不得超過

本公司不時已發行股本的 30%。於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的所有購股權及本集團任何其他購股權獲行使時
可予配發及發行的股份總數，合共不得超過採納購股權計劃的相關決議案通過當日已發行股份的10%。

購股權計劃項下每名合資格參與者可獲得的最高配額將為：

(a) 在下文 (b)段規限下，於任何12個月期間向每名合資格參與者配發及發行以及於購股權及根據本集
團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授出的購股權獲行使時可能須予配發及發行的股份總數，不得超過當時本

公司已發行股本的1%。如根據購股權計劃向合資格參與者另外授出購股權，將導致於直至及包括該
進一步授出日期止 12個月期間配發及發行予該人士及根據購股權計劃及本集團任何其他購股權計
劃已授予或擬授予該人士的所有購股權（包括已行使、已撤銷及未行使購股權）獲行使時將予配發及

發行予該人士的股份，合共超過已發行股份的1%，則該另外授出須獲股東批准；及

(b) 授予董事、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的任何聯繫人之購股權，須事先獲獨立非執
行董事批准。此外，於任何12個月期間向主要股東或獨立非執行董事或彼等的任何聯繫人授出超過
本公司任何時候已發行普通股的0.1%及總價值（按本公司普通股於授出日期的價格計算）超過5,000,000
港元之購股權，須於股東大會上經股東事先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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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續）

授出購股權之要約可由承授人於要約日期起 21日內於支付名義代價共 1港元後接納。所授出購股權的行
使期可由董事釐定，惟該期間不得超過購股權授出日期起十年（受購股權計劃所載有關提早終止的條文

所規限）。除董事全權酌情另外決定外，並無有關行使購股權前必須持有購股權的最短期間規定。此外，

並無行使購股權前必須實現的任何表現目標。

購股權的行使價由董事釐定，但不得低於以下各項中的最高者：(i)購股權要約日期本公司普通股於聯交
所的收市價；(ii)緊接要約日期前五個營業日本公司普通股於聯交所的平均收市價；及 (iii)要約日期本公司
普通股的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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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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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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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期內及直至本報告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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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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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日

期已遵守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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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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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及訴訟

於本報告日期，本集團並無任何或然負債及訴訟。

環境政策及表現

本集團致力於透過減少環境污染及有效利用資源，降低工廠與辦公室對環境的影響。本集團努力遵守相

關環境法律及法規，並持續改善表現。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於二零二二年五月三十日刊發的環境、社會及

管治報告。

與僱員、客戶及供應商之間的主要關係

本集團努力與僱員、客戶及供應商維持良好關係。有關我們如何為僱員創造積極的工作場所、生產優質

產品滿足客戶要求並與供應商建立長期關係的更多詳情，請參閱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五月三十日的環境、

社會及管治報告。

遵守法律及法規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不知悉對其具有重大影響的未遵守任何相關法律及法規

的情況。

重大投資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以下重大投資：

1. 江蘇南方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南方通信」）持有江蘇南方光纖科技有限公司（「南方光纖」）之 49%股權，
並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作出總額約為人民幣 73.5百萬元的投資。南方光纖為一家於中國註
冊成立的公司，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光纖。由於此公司為一家私人公司，故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

日並無市場公允價值。該投資擬作長期持有。於報告期內，本集團(i)應佔利潤約人民幣5.7百萬元；及(ii)
並無就其於南方光纖的投資收取任何股息。

2. 南方通信亦持有江蘇盈科光導科技有限公司（「盈科光導」）之 51%股權，並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
十日作出總額約為人民幣 76.5百萬元的投資。盈科光導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光纖預製棒。由於此公
司為一家私人公司，故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並無市場公允價值。該投資擬作長期持有。於報告

期內，本集團 (i)應佔利潤約人民幣4.1百萬元；及 (ii)並無就其於盈科光導的投資收取任何股息。



15 2022年中期報告

其他資料

重大投資（續）

3. 本公司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Pacific Smart Development Limited擁有Venus Pearl SPV2 Co Limited的 8,095,527股
A類優先股，佔其已發行股本總數約 4.59%，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出資總額約 23百萬
美元。Venus Pearl SPV2 Co Limited為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主要從事投資控股。於二零二二
年六月三十日，該投資的公允價值約為人民幣153,016,000元，佔本集團總資產約9.78%。於報告期內，
本集團並未收取任何股息或錄得任何投資收益╱虧損。鑒於本公司與 Source Photonics Group（一家光通
信及數據連接先進技術解決方案的全球領先供應商，由Venus Pearl SPV2 Co Limited全資擁有）之間長遠
而言將產生的積極業務協同效應，該投資擬作長期投資。

除上述者外，於報告期內，本公司概無持有任何其他重大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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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借貸撥付。全球發售及股份配售（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進行，已於二零二一年十

二月十三日完成）的所得款項淨額已悉數動用。除本中期報告所披露者外，於本報告日期，本集團並無未

來重大投資計劃。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於報告期內及直至本報告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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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

於報告期內及直至本報告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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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日期，並無發生影響本集團的重要事項。

刊載中期報告

本 中 期 報 告 刊 載 於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聯 交 所」）網 站 (www.hkexnews.hk)及 本 公 司 網 站
(www.jsnf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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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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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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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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153,016 153,016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預付款 – 52
 受限制銀行存款及結餘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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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501,591 374,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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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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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363,858 207,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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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301,109 250,286
 應付稅項 21,806 22,036  

796,138 569,987  

流動資產淨額 154,903 320,45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68,680 789,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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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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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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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其他儲備 盈餘儲備 保留利潤 小計
非控股
權益 總計

（附註 (b)） （附註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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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1,291 284,959 113,295 68,928 298,635 767,108 – 767,108
期內攤銷 – – – 4,367 (4,367) – – –

期內虧損及綜合開支總額 – – – – (19,590) (19,590) – (19,590)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291 284,959 113,295 73,295 274,678 747,518 – 747,518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997 214,255 113,295 67,607 359,695 755,849 151 756,000
期內虧損及綜合開支總額 – – – – (36,823) (36,823) – (36,823)
行使購股權時發行的股份 93 46,392 – – – 46,485 – 46,485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090 260,647 113,295 67,607 322,872 765,511 151 765,662
        

附註：

(a) 誠如相關法例及法規所訂明，本公司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附屬公司須維持一筆不可分派的法定盈餘儲備金。

向上述儲備的撥款，是來自該等附屬公司財務報表中的除稅後純利，而撥款金額及分配基準則由其董事會每年決定，

直到儲備餘額達到其註冊資本的 50%。經有關機關批准後，法定盈餘儲備可用於抵銷累計虧損或增加該等附屬公司的

註冊資本，惟該儲備金維持於其註冊資本25%的下限。

(b) 根據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之契據，本公司最終控股公司的股東同意豁免及免除彼等向Century Planet Limited（本

公司的直接全資附屬公司）提供的500,000美元（「美元」）及 128,200,000港元（「港元」）貸款（合共相當於人民幣113,295,000元）

的所有還款責任，以繳足該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敏博投資有限公司的註冊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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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現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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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產生╱（使用）的淨現金 30,991 (12,323)  

投資活動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使用權資產 (15,925) (2,113)
原到期時間超過三個月的銀行存款增加淨額 (118,972) (1,925)
受限制銀行存款及結餘（存款）╱提款淨額 (737) 110
已收利息 13,398 4,888
已收取政府資助 398 281  

投資活動（使用）╱產生的淨現金 (121,838) 1,241  

融資活動
銀行借貸所得款項 251,199 150,000
償還銀行借貸 (199,635) (66,902)
銀行借貸之利息開支付款 (5,124) (5,546)
租賃負債還款 (183) (433)
行使購股權時發行股份的所得款項 – 31,551  

融資活動產生的淨現金 46,257 108,67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減少）╱增加 (44,590) 97,588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72,106 207,249
匯率變動對以外幣持有的現金結餘的影響 (634) (772)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呈列為：

 銀行結餘及現金 326,882 304,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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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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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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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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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之客戶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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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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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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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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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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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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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4. 分部資料（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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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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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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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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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聯接 啟動未來 
SMART LINKS START THE FUTURE

26南方通信控股有限公司

簡明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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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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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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收購約人民幣15.9百萬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2.1百
萬元）的物業、廠房及設備。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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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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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2.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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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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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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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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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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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4.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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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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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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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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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計量

按經常性基準以公允價值計量之本集團金融工具之公允價值

本集團部分金融工具於各報告期末按公允價值計量。下表提供此等金融資產公允價值釐定方法（特

別是所用估值技術及輸入數據）之資料，以及根據公允價值計量之輸入數據的可觀察程度而將公允

價值計量分類歸入公允價值等級之層級（第一至三級）之資料。

• 第一級公允價值計量是來自同等資產於活躍市場的報價（未經調整）；

• 第二級公允價值計量是來自撇除第一級內該資產直接（等同價格）或間接（源自價格）可觀察報價

外之輸入數據；及

• 第三級公允價值計量來自估值技術，包含並非基於可觀察市場數據的資產輸入數據（不可觀察

輸入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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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7. 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計量（續）

公允價值計量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非上市股權投資 – – 153,016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非上市股權投資 – – 153,016

   

基於重大不可觀察輸入數據按公允價值計值的金融工具（第三級）的對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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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初結餘 153,016 –

轉入 – 151,599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 – 1,417  

期末結餘 153,016 153,016  

於第一級與第三級之間轉移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自公允價值層級的第三級轉入或轉出（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由於市況變動，於活躍市場中無法再查到非上市股權投資的報價。因此，非上市股權工

具由公允價值層級的第一級轉至第三級）。

第三級工具包括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而並非在活躍市場買賣的金融資產，由獨立合資格專業估值

師亞太估值及顧問有限公司對其進行估值。本公司採用市場法釐定其相關股權價值，並採用指引公

眾公司法模型釐定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公允價值。由

於市場狀況或投資的表現及營運並無重大變動，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確認公

允價值變動。



智慧聯接 啟動未來 
SMART LINKS START THE FUTURE

32南方通信控股有限公司

簡明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8. 資本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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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已訂約但未撥備的資本開支 6,560 –
  

19. 關聯方交易

除簡明合併財務報表中其他章節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期內與關聯方進行的交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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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一家聯營公司銷售其他材料 2,683 2,108
向一家聯營公司採購光纖及其他材料 98,405 46,876  

上述交易亦構成上市規則第14A章所界定的持續關連交易，並根據有關協議的條款進行。

此外，於期內本公司董事及主要管理層其他成員的薪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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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金、工資及津貼 1,844 2,744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34 237  

1,978 2,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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