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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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ZZ CAPITAL INTERNATIONAL LIMITED
中植資本國際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8295）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九個月之
第三季度業績公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的特色

GEM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
的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
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GEM的較高
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GEM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資深投資者。

由於GEM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所然，在GEM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
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GEM買賣的
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本公告的資料乃遵照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 
ZZ Capital International Limited中植資本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資料；
本公司的董事（「董事」）願就本公告的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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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公告所載資料
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事
項，足以令致本公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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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九個月，本集團錄得收入約人民幣121,600,000
元（2019年：約人民幣11,300,000元，較 2019年同期增加972%。該大幅
增加主要歸因於完成後KingNine集團於2020年第三財政季度所產生
的收入所致。

• 截至 2020年12月31日止九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人民幣
7,600,000元，2019年同期則為虧損約人民幣 23,900,000元。

• 於2020年第三財政季度及截至 2020年12月31日止九個月，每股基本
盈利分別為人民幣 0.47仙（2019年：每股虧損人民幣 0.19仙）及人民幣
0.20仙（2019年：每股虧損人民幣0.67仙）。

•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九個月的股息（2019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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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 Capital International Limited中植資本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
會（「董事會」）欣然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20年
12月31日止三個月（「2020年第三財政季度」）及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
合業績，連同2019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

截至12月31日止三個月 截至12月31日止九個月
2020年 2019年 2020年 2019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收入 4 120,566 3,608 121,581 11,341
服務成本 (77,893) – (77,893) –

    

毛利 42,673 3,608 43,688 11,341
其他收入及虧損淨額 5 10,546 3,476 26,920 (2,031)
營銷開支 (1,593) – (1,593) –
研發開支 (3,328) – (3,328) –
行政開支 (19,994) (13,913) (48,908) (33,021)
財務成本 6 (3,151) (43) (3,214) (145)

    

除稅前溢利（虧損） 7 25,153 (6,872) 13,565 (23,856)
所得稅開支 8 (5,446) – (5,446) (1)

    

期內溢利（虧損） 19,707 (6,872) 8,119 (23,857)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溢利 
（虧損）：

— 本公司擁有人 19,237 (6,872) 7,649 (23,857)
— 非控股權益 470 – 470 –

    

19,707 (6,872) 8,119 (23,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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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2月31日止三個月 截至12月31日止九個月
2020年 2019年 2020年 2019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
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9

— 基本（人民幣仙） 0.47 (0.19) 0.20 (0.67)
    

— 攤薄（人民幣仙） 0.47 (0.19) 0.20 (0.67)
    

期內溢利（虧損） 19,707 (6,872) 8,119 (23,857)

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其後或會重新分類至 
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 
匯兌差額 (39,037) (4,232) (38,441) 26,791

    

期內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19,330) (11,104) (30,322) 2,934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全面 
（開支）收益總額：
— 本公司擁有人 (19,800) (11,104) (30,792) 2,934
— 非控股權益 470 – 470 –

    

(19,330) (11,104) (30,322) 2,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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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九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繳入盈餘 法定儲備 換算儲備
保留溢利

（累計虧損） 總計 非控股權益 權益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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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於2020年4月1日 29,848 584,350 7,944 – 66,196 (39,708) 648,630 – 648,630

期內溢利 – – – – – 7,649 7,649 470 8,119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 – – – – (38,441) – (38,441) – (38,441)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 – – – (38,441) 7,649 (30,792) 470 (30,322)
         

轉移至法定儲備 – – – 7,740 – (7,740) – – –
發行新股 5,547 360,528 – – – – 366,075 – 366,075
收購附屬公司 – – – – – – – 13,804 13,804

         

於2020年12月31日 
（未經審核） 35,395 944,878 7,944 7,740 27,755 (39,799) 983,913 14,274 998,187

         

於2019年4月1日 
（經重列） 29,848 584,350 7,944 – 23,878 (41,121) 604,899 – 604,899

期內虧損 – – – – – (23,857) (23,857) – (23,857)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 – – – 26,791 – 26,791 – 26,791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26,791 (23,857) 2,934 – 2,934
         

於2019年12月31日 
（未經審核及 
經重列） 29,848 584,350 7,944 – 50,669 (64,978) 607,833 – 607,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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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2020年12月31日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為根據開曼群島法例第 22章公司法（1961年法例第 3冊，經合併及修訂）在
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地址及主要營業地點
分別為P.O. Box 309, Ugland House, Grand Cayman, KY1-1104, Cayman Islands及香港皇后
大道中8號11樓。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上市。

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其附屬公司（連同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主要
從事投資控股、提供企業顧問服務、投資顧問及資產管理服務、自有資金投資及
借貸。對KingNine Holdings Limited（「KingNine」）及其附屬公司（統稱「KingNine 集團」）
的收購（「收購事項」，該收購事項根據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
構成本公司的非常重大收購事項及關連交易）於 2020年10月15日完成後，本集團
主要業務亦包括了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提供以下服務：

(a) 後台服務（主要提供客戶服務解決方案及建立聯絡服務系統及中心）；

(b) 全面營銷服務；及

(c) 數據中心服務。

有關收購事項之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 2019年8月19日、2020年9月10日
及2020年10月15日之公告以及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9月18日之通函。

2. 編製基準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第三季
度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以及GEM上市規則適用之披露規定編製。

於2020年10月前，本公司將港元作為功能貨幣。對KingNine 集團（其功能貨幣為人
民幣）的收購於2020年10月完成後，本公司經營業務所在主要經濟環境已基本變更，
故採用人民幣作為功能貨幣更為適當。因此，本公司已決定自2020年10月1日起
將功能及呈列貨幣由港元變更為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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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匯率變動的影響」，本公司功能貨幣
的變更自變更之日起應用。比較數字已重列，以反映本集團呈列貨幣變動之影響。

為將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自港元重新呈列為人民幣，資產及負債均按截至各報
告日期之收市匯價兌換為人民幣。收入及開支乃按各期間之平均匯率兌換。股本、
股份溢價及儲備按金額釐定之日的匯率（即歷史匯率）兌換。

3. 主要會計政策

第三季度財務報表已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財務工具按公平值計量（如適用）。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若干於本公司之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或可供提早採納的
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採納該等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第三季度財務
報表並無重大影響，而第三季度財務報表中應用的會計政策亦無重大變動。除
應用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變更功能及呈列貨幣（如上文附註2所載）所導致
之額外會計政策外，本第三季度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本集
團截至 2020年3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年度財務報表」）所呈列者相同。
然而，第三季度財務報表未包含年度財務報表所要求的全部資料，並應與年度
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4. 收入及分部資料

執行董事已被視為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負責作出策略決策、分
配資源及評估經營分部的表現。

主要營運決策者（其根據綜合財務資料為整體業務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認為，
本集團的業務為提供 i）後台服務；ii）全面營銷服務；iii）數據中心服務及 iv）企業
顧問服務及 v)借貸。為分配及評估資源而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報告的資料側重於
按所提供的服務作出的收入分析。除本集團的整體業績及財務狀況外，概無提
供其他獨立財務資料。因此，除本集團主要服務收入的分析外，本集團並無呈列
獨立分部資料。

收入指就提供服務及借貸已收及應收的款項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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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按主要服務及地理位置劃分的收入分析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三個月 截至12月31日止九個月
2020年 2019年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按主要服務劃分：
後台服務 115,535 – 115,535 –
全面營銷服務 136 – 136 –
數據中心服務 4,447 – 4,447 –
企業顧問服務 84 3,236 355 10,303
貸款利息收入 364 372 1,108 1,038

    

120,566 3,608 121,581 11,341
    

某一時間點 5,128 3,236 5,400 10,303
隨時間 115,438 372 116,181 1,038

    

120,566 3,608 121,581 11,341
    

按地理位置劃分：
中國 120,118 – 120,118 –
其他 448 3,608 1,463 11,341

    

120,566 3,608 121,581 11,341
    

按地理位置劃分的收入乃基於提供服務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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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及虧損淨額

本集團的其他收入及虧損淨額分析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三個月 截至12月31日止九個月
2020年 2019年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投資收入（虧損）淨額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按公平值
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公平值
收益（虧損）淨額 32 568 2,528 (724)

股息收入 – – 63 113
    

32 568 2,591 (611)
    

利息收入
按攤銷成本的金融資產的利息
收入
— 銀行存款 540 1,297 2,952 3,553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的利息收入
— 結構性存款 231 2,077 3,879 6,083

    

771 3,374 6,831 9,636
    

其他收入及虧損
政府補貼及補助 3,587 – 4,014 –
退還增值稅（「增值稅」） 4,696 – 4,696 –
匯兌差額收益（虧損） 2,702 (466) 10,030 (10,953)
出售一家附屬公司虧損 – – – (103)
減值虧損淨額 (1,386) – (1,386) –
其他 144 – 144 –

    

9,743 (466) 17,498 (11,056)
    

總計 10,546 3,476 26,920 (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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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務成本

截至12月31日止三個月 截至12月31日止九個月
2020年 2019年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銀行借款利息 282 – 282 –
來自一間關聯公司的其他借款
利息 406 – 406 –

租賃負債之利息 332 43 395 145
遞延應付代價之利息 2,131 – 2,131 –

    

3,151 43 3,214 145
    

7. 除稅前溢利（虧損）

本集團除稅前溢利（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12月31日止三個月 截至12月31日止九個月
2020年 2019年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薪酬） 59,481 5,016 71,505 13,864
資本化金額 (3,056) – (3,056) –

    

56,425 5,016 68,449 13,864
    

法律及專業費用 4,053 6,696 15,851 12,117
廠房及設備折舊 4,276 54 4,334 212
使用權資產折舊 2,626 877 4,433 2,630
無形資產攤銷 4,135 – 4,1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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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開支）抵免

截至12月31日止三個月 截至12月31日止九個月
2020年 2019年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香港利得稅 (258) – (258) –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11,613) – (11,613) (1)

    

即期稅項 (11,871) – (11,871) (1)
遞延稅項 6,425 – 6,425 –

    

所得稅（開支）抵免 (5,446) – (5,446) (1)
    

於2018年3月21日，香港立法會通過《2017年稅務（修訂）（第7號）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其引入利得稅兩級制。該條例草案於2018年3月28日獲簽署成為法律且於翌日在
憲報刊登。根據利得稅兩級制，合資格集團實體的首筆2百萬港元溢利將以8.25%
的稅率徵稅，而超過2百萬港元之溢利將以16.5%的稅率徵稅。不符合利得稅兩級
制資格的集團實體的溢利將繼續按16.5%的統一稅率徵稅。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本集團中
國附屬公司的基本稅率為25%。截至 2020年12月31日止三個月，本集團若干附屬
公司符合高新技術企業資格，獲得相關稅務機關批准適用的稅率寬減至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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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 (虧損 )基於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12月31日止三個月 截至12月31日止九個月
2020年 2019年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就每股基本盈利（虧損）而言的本
公司擁有人應佔盈利（虧損） 19,237 (6,872) 7,649 (23,857)

    

股份數目（千股）

就每股基本盈利（虧損）而言的已
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091,429 3,550,497 3,731,463 3,550,497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是通過調整發行在外的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假設兌換所有
潛在攤薄普通股計算。於所有期間內，每股攤薄盈利（虧損）金額與每股基本盈利（虧
損）金額相同，原因是並無潛在攤薄普通股發行在外。

10. 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九個月派付股息（2019年：無）。

11. 收購附屬公司

誠如本公司所發佈日期為2020年9月10日之公告所披露，本公司已就收購事項訂
立股份購買契據，收購事項根據GEM上市規則構成本公司一項非常重大收購事
項及關連交易。

收購事項已於 2020年10月15日完成（「完成」）。於完成後，KingNine 已成為本公司全
資附屬公司，而KingNine 集團之財務業績、資產及負債已於本公司之綜合財務報
表中綜合入賬。有關收購事項之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8月19日、
2020年9月10日及2020年10月15日之公告，以及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9月18日之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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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概述就於2020年10月15日完成的收購事項之已付代價及已確認之所收購資
產及應承擔負債金額：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已轉讓收購代價：
已付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90,000
應付遞延代價 256,149
本公司已發行638,022,754股普通股的公平值 366,075

 

1,012,224
 

公平值：
廠房及設備 24,836
無形資產 185,947
使用權資產 24,897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權益工具 4,563
遞延稅項資產 4,057
存貨 2,006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556,481
其他流動資產 524
現金及銀行結餘 45,771
借貸 (55,000)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289,015)
合約負債 (943)
應付稅項 (9,936)
租賃負債 (26,084)
遞延稅項負債 (41,757)

 

已收購可識別資產淨值 426,347

非控股權益 (13,804)

商譽 599,681
 

總代價 1,012,224
 

收購事項產生的現金流出淨額：
已付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90,000)
已收購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5,771

 

淨現金流出總額 (344,229)
 

12. 批准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第三季度財務報表

於2021年2月8日，第三季度財務報表獲董事會批准及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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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附屬公司重大收購事項

誠如本公司所發佈日期為2020年9月10日之公告所披露，本公司已就收
購KingNine Holdings Limited（「KingNine」）全部已發行股本（「收購事項」）於
2020年9月10日訂立股份購買契據 (「股份購買契據」)，該收購事項根據
GEM上市規則構成本公司一項非常重大收購事項及關連交易。

根據股份購買契據，收購KingNine全部已發行股本之代價合共人民幣
850,000,000元，其中約人民幣180,000,000元透過配發及發行本公司股份支
付、人民幣 250,000,000元以交割資金的方式支付，及人民幣 420,000,000元
以現金方式支付。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公司已發行638,022,754股作為
代價股份，悉數支付交割資金並支付人民幣 140,000,000元作為第一批現
金代價。根據股份購買契據，總額為人民幣280,000,000元的第二批至第
五批現金代價（可按股份購買契據所載作出調整）將分四期分別於 2021年
7月31日、2022年7月31日、2023年7月31日 及2024年7月31日 支 付，每 期 支
付金額為人民幣70,000,000元。

KingNine及其附屬公司（統稱「KingNine集團」）為一家新興領先外包客戶
服務提供商，主要營業地點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主要提供後
台服務（透過下文所定義之合約安排）、全面營銷服務及數據中心服務。

大連金慧融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營運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營運
公司集團」）為收購事項中收購的實體之一，其從事提供增值電信服務業
務，並且受有關中國法律對從事提供增值電信服務的外商投資電信企
業的外國投資者施加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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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相關中國法律項下的有關限制及誠如本公司的中國法律顧問所告知，
KingNine直接持有營運公司集團的任何股權並不切實可行。相反，遵循
受中國法律對相關外國投資者及╱或外商投資企業的外資所有權施加
的限制的中國行業一般慣例，KingNine透過金慧融智科技有限公司（「外
商獨資企業」，KingNine於中國成立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與各營運公司
及其登記股東訂立的一系列合約安排（「合約安排」）取得對營運公司集
團的實際控制權，並獲取營運公司集團產生的全部經濟利益。

收購事項已於 2020年10月15日完成（「完成」）。於完成後，KingNine已成為
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而KingNine集團之財務業績、資產及負債已於本
公司之綜合財務報表中綜合入賬。有關收購事項之進一步詳情請參閱
本公司日期為 2019年8月19日、2020年9月10日及2020年10月15日之公告，
以及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9月18日之通函。

變更功能及呈列貨幣

於2020年10月前，本公司將港元作為功能貨幣。對KingNine集團（其功能
貨幣為人民幣）的收購於2020年10月完成後，本公司經營業務所在主要
經濟環境已基本變更，故採用人民幣作為功能貨幣更為適當。因此，本
公司已決定自2020年10月1日起將功能及呈列貨幣由港元變更為人民幣。

功能貨幣由港元變更為人民幣將有助於減少人民幣匯率波動對本集團
業務業績所造成的匯兌收益╱虧損影響。因此，本報告期的綜合財務報
表以人民幣呈列，而過往報告期間的比較數字已經重列以配合呈列貨
幣的變更。呈列貨幣之變更及由港元換算為人民幣之比較金額對本集
團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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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KingNine集團於2020年第三財政季度取得收入約人民幣1.41億元，較去年
同期增長16%，其中，後台服務的收入約為人民幣1.36億元，佔整體收入
的96%。

營運公司集團在多年的服務過程中贏得了互聯網出行、互聯網教育、電
子商務及金融證券、運營商等眾多行業的頭部企業的青睞，已經成為眾
多知名企業長期可靠的商業合作夥伴，客戶群體穩定且逐步擴大。在
2020年第三財政季度期間，前十大客戶基本保持穩定，一家互聯網保險
企業和一家全球知名的資訊技術企業進入前十大客戶。同時，在互聯網
教育、金融證券、電子商務、社區團購及互聯網製造領域增加了多家在
各自的行業處於領先地位的客戶，客戶數量從 2020年3月31日的90家增
加至118家。

於2020年初爆發的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發展和社會狀況都產生了全面
而深刻的影響，KingNine集團所處的客戶服務行業也受到了一定的衝擊。
KingNine集團憑藉其在軟體發展、IT設置及資料中心運維的深厚經驗和
有序的環境管理能力，與客戶緊密合作，遵循政府防疫管控要求，通過
工作場所防疫管控、靈活的工作安排（包括居家辦公）、多地點職場業務
互備等多種積極有效的應對措施，全國各地職場沒有出現一宗病例，始
終保持了業務的順利運轉，並保持了略高於去年同期的盈利能力。

除了重組董事會和監事會外，營運公司於2020年第三財政季度在綿陽新
設了綿陽子公司以及在五河設立了分公司。由於受新冠疫情的影響，營
運公司其下七間子公司的增值電信業務營運許可證（呼叫中心服務）仍
處於等待辦理流程中。

KingNine集團在2020年第三財政季度新取得了16項軟體著作權，累計獲
得中國國家版權局授予的軟體著作權 133項，同時獲得雙軟認定（軟體產
品和軟體企業認證）。此外，自營聯絡服務中心從12個增加至13個，工作
站增加至6,693個，較 2020年3月31日增加了 352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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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企業顧問業務方面，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已嚴重衝擊了經
濟活動，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內地及香港開展業務，本集團部分潛在客戶
由於疫情已延遲或暫停其融資計劃，導致本集團錯失部分商機。然而，
本集團繼續盡力透過遠程會議為其客戶提供相應服務並提供非現場服務。
本集團將繼續物色更多機構客戶並為其提供多樣化的財務服務，包括
投資諮詢、資產管理、企業諮詢及企業融資。

財務回顧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九個月，本集團錄得收入約人民幣121,600,000元（2019
年：約人民幣 11,300,000元），較2019年同期增加了972%。該大幅增加主要
歸因於完成後KingNine集團於2020年第三財政季度所產生的收入所致。

截至 2020年12月31日止九個月，本集團產生服務成本約人民幣 77,900,000
元（2019年：無），主要包括員工成本、分包費、租金開支、折舊及攤銷。
此外，本集團於同期產生營銷及研發費用合共約人民幣4,900,000元（2019
年：無）。有關成本及開支是由於KingNine集團的業務所致。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九個月的其他收入淨額約為人民幣26,900,000元（2019
年：其他虧損淨額約人民幣2,000,000元）。其他收入淨額增加主要是由於
合共確認匯兌收益淨額約人民幣10,000,000元（2019年：匯兌虧損淨額約
人民幣11,000,000元）、增值稅退稅以及政府補貼及補助約人民幣8,700,000
元（2019年：無）。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九個月的行政開支增加至約人民幣48,900,000元（2019
年：約 人 民 幣 33,000,000元）。支 出 主 要 組 成 部 分 為 員 工 成 本 約 人 民 幣
19,500,000元（2019年： 約 人 民 幣13,900,000元 ）、 專 業 費 用 約 人 民 幣
15,700,000元（2019年：約 人 民 幣 12,100,000元）、無 形 資 產 攤 銷 約 人 民 幣
4,000,000元（2019年：無）及使用權資產折舊約人民幣 2,600,000元（2019年：
約人民幣 2,600,000元）。有關增加主要由於合併KingNine集團的費用及收
購事項產生的專業費用及員工成本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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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九個月，本集團產生財務成本約人民幣3,200,000
元（2019年：約人民幣100,000元），主要包括由於收購事項而產生應付遞
延代價及KingNine集團之借貸的利息。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九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人民幣7,600,000
元，2019年同期則為虧損約人民幣23,900,000元。

於2020年第三財政季度及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九個月，每股基本盈利
分別為人民幣0.47仙（2019年：每股虧損人民幣0.19仙）及人民幣0.20仙（2019
年：每股虧損人民幣0.67仙）。

展望

新冠疫情給全球經濟帶來了巨大的衝擊，中國經濟也遭受了一定程度
的衝擊。但中國政府快速控制了疫情的蔓延，2020年中國內地經濟發展
取得V型反轉，成為唯一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2020年全年國內生產總
值人民幣 101.60萬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 2.3%。其中一季度
同比下降6.8%，二季度增長 3.2%，三季度增長 4.9%，四季度增長 6.5%。隨
著疫情被持續有效地控制、經濟繼續復甦和構建「內迴圈」為主的新發
展格局，消費有望加快修復。產業政策重點關注新基建、高端製造業和
大消費，並持續加碼重點領域金融風險防範。

由於KingNine集團主要客戶為金融證券、運營商和互聯網行業，這些行
業都將隨著經濟的持續復甦和內生新動能的逐步抬頭而快速修復，同
時疫情給民眾的教育、出行、購物等所帶來的深遠影響也將進一步促進
互聯網行業企業的蓬勃發展，預計會給KingNine集團業務帶來更多快速
增長的機會。

企業顧問業務方面，本集團將繼續拓展新的客戶，創造更多的發展機會，
本集團會密切關注宏觀政策對公司客戶業務的影響，並與客戶保持緊
密溝通，採取多樣化的措施積極應對，持續增加本集團業務發展良機，
為本集團帶來更多穩定收入和盈利能力，從而提升股東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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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九個月派付股息（2019年：無）。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
及債權證中的權益及淡倉

於2020年12月31日，概無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相聯
法團（定義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的任何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而須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 7及第8分部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包括彼等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被認為或視作擁有的權益或淡倉），或須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記錄在該條文所述登記冊內，或須根據
GEM上市規則第 5.46至5.67條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而知會本公司及聯
交所。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的權益及淡倉

於2020年12月31日，據董事所知，下列人士（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
除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或被視為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XV部第2及第 3分部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或須記錄在本公司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以存置的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或直接或間
接擁有附帶權利可於所有情況下在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股東大會上
投票的任何類別股本面值的5%或以上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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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司股份的好倉

股東姓名╱名稱 身份
所持股份

數目

佔本公司
股權的

概約百分比

Zhong Zhi Xin Zhuo Capital Company 
Limited（「Zhongzhi Xinzhuo」） 
（附註 1）

實益擁有人 2,409,823,718 57.53%

康邦齊輝（香港）有限公司 
（「康邦（香港）」）（附註 1）

實益擁有人 455,820,525 10.88%

Tian Xi Capital Company Limited 
（「Tian Xi Capital」）（附註 1）

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2,865,644,243 68.41%

Zhong Zhi Ze Yun Capital  
Company Limited 
（「Ze Yun Capital」）（附註 1）

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2,865,644,243 68.41%

解直錕先生（「解先生」）（附註 1） 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2,865,644,243 68.41%

NINEGO Corporation（「NINEGO」） 
（附註 2）

實益擁有人 274,190,219 6.55%

胡仕龍先生（「胡先生」）（附註 2） 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274,190,219 6.55%

劉瑩瑩女士（「劉女士」）（附註 2） 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274,190,219 6.55%

附註：

1. Zhongzhi Xinzhuo及康邦（香港）均為Tian Xi Capital的全資附屬公司。Ze Yun Capital（解
先生全資擁有的公司）控制Tian Xi Capital股東大會的全部投票權。因此，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Tian Xi Capital、Ze Yun Capital及解先生被視為於Zhongzhi Xinzhuo及康
邦（香港）合共持有的本公司2,865,644,243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2. NINEGO由胡先生持有40.60%權益及由劉女士持有59.40%權益。故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胡先生及劉女士被視為於NINEGO所持本公司274,190,219股股份中擁有
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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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 2020年12月31日，董事並不知悉任何其他人士（本
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 2及第3分部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或須記錄在本
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條須予以存置的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
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帶權利可於所有情況下在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
股東大會上投票的任何類別股本面值的5%或以上權益。

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九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入、出
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任何上市證券。

競爭業務

於2020年12月31日，概無董事於直接或間接與或可能與本集團業務構成
競爭的任何業務中擁有權益。

於2020年12月31日，本公司控股股東解先生透過Zhongzhi Xinzhuo及康邦（香
港）（彼等間接持有中植資本管理有限公司（「中植資本」）全部股權）持有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 68.41%。中植資本之主要業務包括一級市場的
私募股權投資、私人配售、海外業務及資本併購，而此等業務與或可能
與本集團業務構成競爭。

解先生亦於以下公司持有間接權益（該等公司為獲證監會發牌可進行第
1類（證券交易）、第4類（就證券提供意見）及第9類（提供資產管理）受規管
活動的持牌法團）：(1)於大唐財富國際有限公司持有80%間接權益，該公
司主要提供私人銀行服務（包括提供資產配置及投資諮詢服務，其中包
括公共基金及私募股權基金的代理銷售、發行私募股權基金或資產管
理等），惟並無從事傳統投資服務；及 (2)於恒天國際資本管理有限公司
持有 45.1%間接權益，該公司主要提供資產管理及基金分銷服務。解先
生亦是中泰金融（香港）有限公司的唯一股東，該公司持有放債人牌照，
經營放債業務。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2020年12月31日，董事、本公司控股股東或彼等各
自的緊密聯繫人（定義見GEM上市規則）概無於與或可能與本集團的業
務構成競爭的業務中擁有任何直接或間接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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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遵照GEM上市規則成立審核委員會，並已書面訂明其職權範圍。
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包括檢討及監察本集團之財務申報制度、風險
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
Stephen MARKSCHEID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張衛東先生及張龍根先生。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第三季度財務報表，並認為該等報表的編製符合適
用會計準則，且已作出充分披露。

承董事會命
ZZ Capital International Limited
中植資本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
牛占斌

香港，2021年2月8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牛占斌先生（主席）、蔣玉林先生（行政總裁）
及吳輝先生（首席運營官）；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Stephen MARKSCHEID先生、
張衛東先生及張龍根先生。

本 公 告 將 刊 載 於GEM網 站www.hkgem.com「最 新 上 市 公 司 公 告」頁 內， 
自 登 載 日 期 起 計 至 少 保 留 七 天。本 公 告 亦 將 刊 載 於 本 公 司 網 站
www.zzcapitalinternationa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