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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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
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
責任。

FriendTimes Inc.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820）

友誼時光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告

董事會欣然宣佈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本集團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
年度的經審核綜合年度業績（「年度業績」），連同2019年同期的比較數字。

財務表現摘要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0年 2019年 變動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收益 2,182,257 1,689,051 29.2%
毛利 1,468,345 1,102,077 33.2%
除稅前溢利 526,607 438,204 20.2%
年內溢利 503,519 415,527 21.2%
EBITDA 543,000 451,665 20.2%
經調整EBITDA* 543,000 478,683 13.4%

* 經調整EBITDA指不包括上市相關費用開支的EBITDA。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經調整
EBITDA做出定義，因此可能無法與其他上市公司提出的類似指標相比。詳情請參閱第22

頁調整後EBITDA調節表。

1.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收益總額約為人民幣2,182.3百萬元，較截至2019年12月31日
止年度增加約29.2%。

2.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人民幣503.5百萬元。

3.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未經審核經調整EBITDA約為人民幣543.0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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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概覽

本集團是一家領先的一體化及卓越的手機遊戲開發商、發行商及運營商。本
集團總部設於中國蘇州，在中國上海、中國無錫、中國香港、韓國及日本等地
設有分支機構，並於2019年10月8日在聯交所主板上市。自2010年成立以來，我
們一直有策略地專注於針對女性玩家的手機遊戲，以捕捉手機遊戲行業及女
性向遊戲市場的重大增長潛力，先後成功推出了《熹妃傳》、《熹妃Q傳》、《宮廷
計手遊》、《浮生為卿歌》等核心產品，深受用戶喜愛。

本集團作為國家文化出口重點企業與女性向中國古風遊戲細分領域領跑者，
擁有一支專業的全球化發行與運營團隊，在穩固國內女性市場領先地位的同時，
也積極開拓海外市場。我們秉承「讓文化創造價值」的企業文化使命，致力於
將優秀的中國傳統文化傳播至更廣泛的群體與地區，以此為全球優秀文化交
流搭建載體，推進文化的傳承與弘揚，不斷開拓文化價值，塑造文化更深遠
的影響力。

回顧

2020年新冠疫情席捲全球，影響著中國及海外廣大民眾的工作與生活狀態，
並加速「宅經濟」的興起與發展。本集團憑藉在移動互聯網遊戲行業多年所積
攢的豐富經驗，以最優質的產品與服務陪伴全體用戶。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的收益總額約為人民幣2,182.3百萬元，較
去年增加29.2%；年度純利約為人民幣503.5百萬元，較去年增加21.2%；經調整
EBITDA約為人民幣543.0百萬元，較去年同期增加13.4%。2020年收益及純利增
長主要源於《浮生為卿歌》產生的收益增加。

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在全球發佈並正在運營著合計34個不同語言版本
的 多 款 手 機 遊 戲，累 計 註 冊 用 戶 總 數 達 到130.8百 萬 名，較2019年 同 比 增 長
21.2%。在遊戲變現表現方面，得益於我們持續的精細化發行與運營、版本玩
法及活動持續更新的策略、不斷提高的變現能力，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
每 付 費 用 戶 的 每 月 平 均 收 益 (ARPPU)上 升 至 人 民 幣715.5元，較2019年 增 加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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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集團採用長生命週期的產品運營戰略，精細運營我們的每一款產品，
通過高頻次的遊戲更新與內容優化不斷為遊戲注入新的動力，並持續帶來穩
定的流水。如我們的《熹妃傳》已運營近六年，目前運營人員仍然保持每月至
少一次的版本、內容、活動的更新與優化，以保證玩家的遊戲體驗。

《浮生為卿歌》

《浮生為卿歌》為本集團於2019年12月31日上線中國地區的3D開放式古風養成
手遊，是我們女性向中國古風品類的最新大作，一經上線便深受玩家喜愛與
行業好評，持續貢獻穩健收益，並創造了本集團單款產品的最高月流水記錄。

《浮生為卿歌》上線後表現穩中有升，獲得中國 iOS遊戲暢銷榜最高第5名的好
成績，2020年中國 iOS遊戲暢銷榜平均排名20名，彰顯出極強的穩定性。截至
目前，《浮生為卿歌》於中國已榮獲「金陀螺獎年度風雲遊戲獎」、「金翎獎2020
年度最佳原創移動遊戲」、「鯨鳴獎2020年度十佳出海遊戲獎」以及「金茶獎2020
年度最佳移動遊戲及最佳出海遊戲」等業內大獎。

《浮生為卿歌》國內成績優異，海外表現同樣亮眼。其韓國版本曾獲韓國Google 
Play與One Store的預約推薦，並於2020年6月正式上線，已獲得韓國 iOS遊戲暢
銷榜最高第15名的好成績。截至目前，《浮生為卿歌》已登陸中國台港澳地區
以及韓國、東南亞等海外地區，後續還將陸續上線日本、北美等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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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生為卿歌》於2020年下半年開始進入利潤釋放期。一方面我們進行了高頻
的版本迭代持續優化，2020年其國內版本的更新多達20次，近期更是推出與《仙
劍奇俠傳》的聯動活動「浮生亦逍遙」；另一方面公司也在版本更新同時配合長
線買量投放，共同推動產品流水保持穩定。隨著2020年下半年買量費用的不
斷下降，《浮生為卿歌》正式進入利潤釋放期，利潤得到有效釋放，同時結合長
生命週期的運營策略，相信未來能夠持續穩定貢獻利潤。

展望

2021年，友誼時光即將上線多款不同風格的新遊戲，以更加多元的遊戲品類
應對日益競爭的行業環境。展望未來，我們將持續加大對遊戲研發、發行與
運營人才的投入，尋求上下游產業鏈能夠產生協同效應的投資及收購機會，
打造多元且創新的產品組合，增強我們的全球化競爭優勢，加快推動原創 IP
的生態化與商業化，圍繞「IP+」戰略，擴大產業佈局，為集團的長遠發展注入
新動力。

即將上線的新遊戲

《此生無白》

國風仙緣社交手遊《此生無白》作為本集團首款為女性專屬打造的仙俠戀愛題
材手遊，由本集團獨立打造的 IP改編而來，百萬字原創劇本將為玩家帶來一
段跨越千年的溯世之戀。在遊戲中，玩家將化身鎮靈特使，在尋找聖物的救
世之路上，與上仙「君無白」共同創造一段段唯美浪漫且反轉不斷的故事。在
這裡，玩家可以結交各族綺幻生靈，觀眾生百態，探各方秘聞，也可與仙友雲
遊四海，閑坐花下、仙境小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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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此生無白》已榮獲「金翎獎2021年最受期待產品」、「金口獎2021年最
受期待產品」及「金陀螺獎年度期待新遊獎」等業內獎項。此外，《此生無白》安
卓版本不刪檔付費測試正火熱進行中，iOS版本已獲得App Store預約推薦並開
始預約，即將於2021年4月28日在中國全平台公測上線。

《凌雲諾》

《凌雲諾》是一款以新派國風美術打造，將古典與現代的藝術風格相互交融，
弘揚中華古典文化魅力的綺麗國風社交手遊。遊戲通過傳統而不失新穎的國
風工筆畫法，將各種文化精髓以耳目一新的方式融入到古色古香的特色玩法中，
勾勒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古代生活繪卷，為玩家雕刻出一個潑墨寫意的古風世界。

《杜拉拉升職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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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版女性勵志養成手遊《杜拉拉升職記》改編自同名小說，是一款以現代女性
職場為背景的角色扮演類遊戲。該遊戲通過聚焦現代女性視角，構造「職場生
活都要有態度」的核心價值觀，彰顯都市女性的自信與獨立。產品融合多種遊
戲玩法以及職場實用小技巧，讓玩家在輕鬆愉快的遊戲環境中體驗到成長與
社交的樂趣。

多元化產品策略

提前佈局，保證女性向中國古風細分賽道領先地位。我們始終提前規劃未來2–3
年的女性向中國古風新手遊，以全新的故事、創新的玩法，來應對該細分賽
道的競爭態勢，保持我們的領先地位。例如我們在《浮生為卿歌》上線之時便
已著手立項研發浮生系列的下一代作品。當然，除了已有產品的續作外，我
們還會不斷立項其他的女性向中國古風手遊，如即將上線的《凌雲諾》。未來，
我們計劃每年在該品類方向上推出1至2款遊戲精品。

開拓創新，進軍女性向其他細分賽道。憑藉多年來在女性向領域的積澱，我
們對女性用戶有著深入的瞭解，因此非常有信心在女性向其他細分賽道持續
取得成功，例如仙俠、都市、二次元、休閒等。即將上線的《此生無白》、《杜拉
拉升職記》等即是我們不斷嘗試的代表性作品。借助細分品類的持續開拓，進
一步提升我們在女性向領域的綜合實力。

專注發展女性向賽道的同時，積極探索泛用戶賽道。目前，我們已在北京、長沙、
成都及廈門投資優秀的研發團隊，並獲得該等團隊研發產品的全球獨家代理，
從而豐富我們的遊戲組合。未來我們也將持續尋找更多契合的遊戲開發團隊
與產品，擴充產品矩陣。

商業化 IP戰略

我們基於現有的原創 IP與集團規劃，努力打造友誼時光精品系列 IP。

首先是我們的古風系 IP，例如我們將圍繞浮生大世界打造「浮生五部曲」，其
第二代產品《代號：FS2》正在研發中，此外我們的編劇團隊也在打造其他的古
風故事。未來，我們樂於與影視公司合作，通過授權的形式將我們的古風系
作品搬上銀幕，同時我們也在圍繞該 IP設計製作手辦等衍生品，以擴大相關
IP影響力。



– 7 –

其次是我們的現代題材 IP，一方面是《杜拉拉升職記》，我們擁有該 IP四部作品
的全球永久改編權，另一方面是我們的自有編劇團隊正在原創更多現代題材
故事，作為今後遊戲研發的 IP儲備。

最後是我們的精靈世界 IP，包括《精靈食肆》與泛二次元精靈養成手遊《代號：
MS》、兩部於多平台上線的原創漫畫，以及一部動畫電影原創劇本等。

未來，我們將積極推進商業化 IP戰略，通過遊戲、劇本創作、漫畫、影視、衍生
品等多維度構建 IP生態。

全球化海外戰略

我們將充分發揮強勁的全球化自主發行優勢，貫徹本地化打法，進一步提升
海 外 研 運 能 力，通 過 本 地 化 改 造 與 本 地 化 宣 發 相 結 合，憑 藉 與App Store、
Google Play以及Facebook、Google等廣告平台的良好合作關係，繼續協助海外產
品取得亮眼成績。同時我們將尋求更多更適合全球化發行的遊戲產品，包括
舉辦創意大賽發掘創新性研發方向，投資代理優秀研發團隊的產品，以豐富
我們海外產品的遊戲品類，提高海外市場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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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料 

綜合損益表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附註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2 2,182,257 1,689,051
銷售成本 (713,912) (586,974)

  

毛利 1,468,345 1,102,077

其他收入 82 23,686
銷售及營銷開支 (612,386) (393,284)
研發開支 (264,692) (223,602)
一般及行政開支 (46,326) (62,128)
其他開支 — 捐贈 (2,000) –

  

經營溢利 543,023 446,749

財務成本 (110) (289)
分佔聯營公司及合資企業的虧損 (1,638) (9)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公允價值變動 (14,668) (8,247)

  

除稅前溢利 3 526,607 438,204

所得稅開支 4 (23,088) (22,677)
  

年內溢利 503,519 415,527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元） 5 0.23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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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內溢利 503,519 415,527

年內其他全面收益  

可能於其後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的匯兌差額 (26,147) (6,120)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477,372 409,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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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0年12月31日

於12月31日
附註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63,730 201,640
無形資產 3,856 7,930
使用權資產 7,855 8,957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6 15,000 –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金融資產 4,925 –
電影版權 6,547 –
於聯營公司及合資企業的權益 9,580 3,218
遞延稅項資產 48,589 21,623
其他非流動資產 28,350 2,835

  

388,432 246,203
  

流動資產

合約成本 7,922 12,274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6 120,144 138,685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7 180,659 218,847
已抵押銀行存款 1,698 1,81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93,324 893,400

  

1,403,747 1,265,016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8 142,951 135,075
合約負債 28,919 44,164
即期稅項 48,191 13,829
租賃負債 1,171 2,594

  

221,232 195,662
  

流動資產淨值 1,182,515 1,069,354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570,947 1,315,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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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2月31日
附註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合約負債 4,526 8,720
  

資產淨值 1,566,421 1,306,837
  

股本及儲備

股本 9 154 155
儲備 1,566,267 1,306,682

  

總權益 1,566,421 1,306,837
  

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202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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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料附註

1 財務報表編製基準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集團及本集團於聯營公司及合資企業之
權益。

本集團各實體的財務報表項目以最能反映與該實體相關的事項及環境的經濟實質的貨
幣（「功能貨幣」）計量。財務報表以呈列貨幣人民幣呈列，除每股資料外，均湊整至最接近
千元計算。

編製財務報表所用的計量基準為歷史成本法，惟按公允價值列賬的若干投資則除外。

編製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財務報表需要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而該等判斷、
估計及假設會影響政策的應用及所呈報的資產、負債、收入及開支數額。該等估計及相
關假設乃根據過往經驗及相信於該等情況下乃屬合理的各項其他因素而作出，所得結果
構成就未能從其他來源輕易得出的資產及負債賬面值作出判斷的基準。實際結果或會有
別於該等估計。

本集團持續檢討該等估計及相關假設。倘會計估計的修訂僅影響修訂估計的期間，則會
於作出修訂估計的期間確認，或倘修訂對本期間及未來期間均會構成影響，則會於作出
修訂的期間及未來期間確認。

2 收益

(a) 分拆收益

按業務線劃分的客戶合約收益分拆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範圍內的客戶合約收益
按業務線分拆
— 來自本集團發行自主開發遊戲的收益 2,077,641 1,528,186
— 透過知識產權授權安排發行自主開發遊戲的
  收益及其他 104,616 160,865

  

2,182,257 1,689,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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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理資料

下表載列有關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收益的地理位置的資料。客戶的地理位置乃根據
遊戲發佈的地點、知識產權獲授權的地點或提供服務的地點而定。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內地 1,713,842 1,120,229

海外 468,415 568,822
  

2,182,257 1,689,051
  

3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乃經扣除下列各項後得出：

(a) 員工成本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270,000 215,408

界定供款計劃的供款 18,210 32,113
  

288,210 247,521
  

(b) 其他項目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8,611 7,570

使用權資產折舊 3,434 4,210

無形資產攤銷 4,238 1,392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減值虧損 407 128

核數師薪酬 2,050 1,500

上市開支 – 27,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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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綜合損益表中的所得稅

(a) 綜合損益表中的所得稅指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
年內即期所得稅撥備 50,054 30,980

遞延稅項：
源自及撥回暫時性差異 (26,966) (8,303)

  

23,088 22,677
  

(b) 按適用稅率計算之實際所得稅開支及會計溢利之對賬：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附註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稅前溢利 526,607 438,204
  

按所在司法管轄區適用稅率計算的
 除稅前溢利的名義稅項 (i) 121,327 102,347

優惠稅率的稅務影響 (ii) (68,273) (65,437)

研發開支額外扣減 (iii) (29,459) (17,644)

稅率變動對遞延稅項結餘的影響 – 5,369

不可扣稅開支的稅務影響 267 698

未確認稅務虧損的稅務影響 149 7,019

動用過往年度未確認稅務虧損的稅務影響 (2,770) -

未確認暫時差額的稅務影響，扣除動用
 過往年度未確認暫時差額 (iv) 1,847 (9,675)

  

實際所得稅 23,088 22,677
  

(i)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的規則及法規，本集團毋須於開曼群島及英屬處
女群島繳納任何所得稅。

本公司在香港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為符合利得稅兩級稅率制度下的合資格法團。
就該附屬公司而言，應課稅溢利的首2百萬港元按8.25%稅率繳稅，而其餘應課
稅溢利按16.5%稅率繳稅。該附屬公司的香港利得稅撥備計算基準與2019年相同。
香港公司支付股息毋須繳納任何預扣稅。

本公司在韓國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須按年度應課稅溢利10%至25%的累進稅率
繳納韓國利得稅。

本集團的中國境內附屬公司須按中國企業所得稅率25%繳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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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本公司的附屬公司友誼時光科技亦獲得先進技術服務企業的認可，故2018年至
2020年有權享有所得稅優惠稅率15%。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其相關法規，符合軟件企業資格的實體於動用所有往
年稅項虧損後可享有所得稅優惠期，第一年與第二年為免稅期，而第三年至第
五年則享有所得稅稅率50%減免。本公司的附屬公司蘇州好玩友網絡科技有限
公司（「好玩友」）於2015年取得軟件企業證書，並於2015年及2016年有權享有所得
稅優惠稅率0%，2017年至2019年則為12.5%。此外，好玩友亦獲得先進技術服務
企業的認可，故2018年至2020年有權享有優惠所得稅率15%。

本公司的附屬公司蘇州紫焰網絡科技有限公司（「紫焰」）於2018年取得軟件企業
證 書，並 於2018年 及2019年 有 權 享 有 所 得 稅 優 惠 稅 率0%，2020年 至2022年 則 為
12.5%。

本公司的附屬公司蘇州沁遊網絡科技有限公司（「蘇州沁遊」）及上海紫翊網絡科
技有限公司（「紫翊」）於2019年4月取得軟件企業證書，可豁免繳納兩年所得稅，
往後三年則享有適用稅率50%減免，由抵銷過往年度產生的稅項虧損後經營獲
利首年開始。

(iii) 根據中國所得稅法及其相關法規，截至2020年及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合資格
研發成本可獲額外75%稅務減免。

(iv) 此項主要指根據中國所得稅法於有關稅務年度超出所得稅可扣減限額的廣告開
支，並於未來廣告開支低於日後各年度的稅項可扣減限額時可於未來年度予以
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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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溢利人民幣503,519,000元（2019年：人民
幣415,527,000元），以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2,186,170股（2019年：1,945,212股，
緊接於本公司股份於2019年10月8日上市前而產生進行貨本化發行作出調整後）計算。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0年 2019年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人民幣千元） 503,519 415,527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千股） 2,186,170 1,945,212

  

每股基本盈利 0.23 0.21
  

(b) 每股攤薄盈利

截至2020年及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乃由於
概無發行潛在攤薄普通股。

6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於12月31日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投資於有限責任合夥 15,000 –
投資於理財產品 70,000 70,000
上市股本證券 50,144 55,677
以電視劇為基礎的金融工具投資 – 13,008

  

135,144 138,685
  

7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於12月31日
附註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賬款 (a) 138,159 179,760
減：虧損撥備 (494) (549)

  

貿易應收賬款淨額 137,665 179,211
按金及預付款項 12,464 19,843
可扣減增值稅 13,730 11,101
可收回所得稅 10,354 3,359
其他應收賬款 6,446 5,333

  

180,659 218,847
  

所有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預期於一年內收回或確認為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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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賬齡分析

於截至2019年及2020年12月31日止各年末，貿易應收賬款按發票日期呈列並經扣除
撥備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12月31日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三個月內 137,686 178,876

三個月以上但少於一年 – 421

一年以上但少於兩年 473 463

減：虧損撥備 (494) (549)
  

貿易應收賬款淨額 137,665 179,211
  

8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於12月31日
附註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付賬款 (a) 19,955 14,293

累計薪金 76,672 62,814

有關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應付賬款 43,131 55,477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3,193 2,491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42,951 135,075
  

所有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預期於一年內清付或應要求償還。

(a) 貿易應付賬款按發票日期呈列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12月31日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三個月內 19,840 13,993

三個月以上但少於六個月 19 252

六個月以上但少於十二個月 5 –

一年以上 91 48
  

19,955 14,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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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本及儲備

(a) 股本

(i) 法定及已發行股本

面值 股數 美元
美元 千股 千元

於2020年及2019年12月31日的法定股份： 0.00001 5,000,000 50

已發行及繳足的普通股：
於2019年1月1日 0.00001 49,594 –*

向本公司股東發行的股份 0.00001 2,066 –*

資本化發行（附註 (ii)） 0.00001 1,818,340 18

首次公開發售（附註 (iii)） 0.00001 330,000 3

購回及註銷普通股（附註 (iv)） 0.00001 (8,488) –*
   

於2019年12月31日 0.00001 2,191,512 21
   

人民幣等價物（人民幣千元） 155
 

於2020年1月1日
購回及註銷普通股（附註 (iv)） 0.00001 (10,662) –*

   

於2020年12月31日結餘 0.00001 2,180,850 20
   

人民幣等價物（人民幣千元） 154
 

* 結餘代表金額少於1,000。

本公司於2018年11月16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初始法定股本為50,000美元，分
為5,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0001美元的股份，其中49,593,600股及2,066,400股繳足
股份已於2018年11月16日及2019年2月13日配發及發行。

集團重組的各個步驟完成後，本公司於2019年2月20日成為組成本集團之各公司
的控股公司。

(ii) 資本化發行

根據日期為2019年9月11日的書面決議案，本公司向當時現有股東配發及發行
1,818,340,000股股份，每股為0.00001美元。此決議案待股份溢價賬因本公司首次
公開發售而獲得進賬後，且根據此決議案，將於2019年10月8日股份溢價賬中的
進賬18,000美元（相等於人民幣129,000元）隨後全額用於撥充資本。



– 19 –

(iii) 以首次公開發售發行普通股

於2019年10月8日，本公司以公開發售方式向香港及海外投資者發行330,000,000

股面值為0.00001美元的普通股，每股價格為1.52港元。該等發行所得款項淨額為
人民幣434,007,000元（已抵銷發行股份直接應佔開支人民幣18,341,000元），其中人
民幣23,000元及人民幣433,984,000元分別記入股本及股份溢價賬。

(iv) 回購和註銷普通股

於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透過聯交所購回合共10,662,000股（2019年：
8,488,000股）其本身之股份，總代價為20,723,000港元（相等於約人民幣17,959,000元）
（2019年：8,657,000港元（相等於約人民幣7,773,000元））。上述已購回股份於2020年
12月31日已註銷。

(b) 股息

於12月31日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末後建議末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0.12港元（2019年：每股普通股0.1港元） 220,259 196,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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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益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收益約人民幣2,182.3百萬元，較截至
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人民幣1,689.1百萬元增加人民幣493.2百萬元，升幅約
為29.2%。收益的增加主要由於我們的遊戲《浮生為卿歌》產生的收益增加。

下表載列按活動劃分收益的明細，按實際金額及佔所示時期總收益百分比顯示：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0年 2019年 按年變動

人民幣千元 百分比 人民幣千元 百分比 百分比

遊戲收益 2,182,216 100.0% 1,689,051 100.0% 29.2%
其他 41 0.0% – 0.0% 不適用

     

收益 2,182,257 100.0% 1,689,051 100.0% 29.2%
     

按地區市場劃分遊戲收益

下表載列所示期間按地區市場劃分遊戲的收益明細（以絕對金額列示）以及佔
我們總遊戲收益之百分比：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0年 2019年 按年變動

人民幣千元 百分比 人民幣千元 百分比 百分比

境內市場 1,713,805 78.5% 1,120,229 66.3% 53.0%
海外市場 468,411 21.5% 568,822 33.7% -17.7%

     

遊戲收益 2,182,216 100.0% 1,689,051 100.0%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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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成本

本 集 團 的 銷 售 成 本 由 截 至2019年 12月31日 止 年 度 約 人 民 幣587.0百 萬 元 增 加
21.6%至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人民幣713.9百萬元，主要由於遊戲收入
的增加導致分銷平台收取的分銷成本增加、運營人員薪酬福利增加導致。

毛利及毛利率

由於上述各項，毛利由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人民幣1,102.1百萬元增加
33.2%至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人民幣1,468.3百萬元。毛利率由截至2019
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65.2%增加至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67.3%。

銷售及行銷開支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的銷售及行銷開支約為人民幣612.4百萬元，
較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人民幣393.3百萬元增加人民幣219.1百萬元，
增幅約為55.7%，主要是由於隨著新產品《浮生為卿歌》的上線，推廣支出相應
增加。

研發費用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的研發費用約為人民幣264.7百萬元，較截
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人民幣223.6百萬元增加人民幣41.1百萬元，增幅約
為18.4%，主要是由於 (i)推出新遊戲及持續升級現有遊戲而引致2020年增加僱
員開支，及 (ii)美術製作費用的增加。

一般及行政開支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約為人民幣46.3百萬元，較截
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人民幣62.1百萬元減少人民幣15.8百萬元，降幅約
為25.4%，主要是由於2019年之行政開支包含上市開支導致。

財務成本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的財務成本約為人民幣0.1百萬元，較截
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人民幣0.3百萬元減少人民幣0.2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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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開支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的所得稅開支約為人民幣23.1百萬元，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人民幣22.7百萬增加人民幣0.4百萬元。

年內溢利

於2020年，我們的年內溢利約為人民幣503.5百萬元，與2019年約人民幣415.5百
萬元相比增加約人民幣88.0百萬元或約21.2%。

EBITDA及經調整的EBITDA

EBITDA為除利息開支、稅項開支、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使用權資產折舊及
無形資產攤銷的年度淨利潤。經調整的EBITDA乃按加回上市開支計算。

下表載列本集團截至2020年及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年內溢利與EBITDA及
經調整的EBITDA之間的對賬：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內溢利 503,519 415,527
 加：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8,611 7,570
 加：無形資產攤銷 4,238 1,392
 加：使用權資產折舊 3,434 4,210
 加：所得稅開支 23,088 22,677
 加：利息開支 110 289  

EBITDA 543,000 451,665

 加：上市開支 – 27,018  

經調整的EBITDA 543,000 478,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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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資本來源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流動負債╱資產淨額約為0.14（2019年12月31日：0.15）。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有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人民幣1,093.3百萬元。本
集團監察及維持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使其達到管理層認為足以應付本集團經
營所需的水準，並減低現金流量波動影響。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 575,015 341,581
投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 (128,001) (235,819)
融資活動（所用）╱產生的現金淨額 (221,653) 319,12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淨額 225,361 424,886
於年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93,400 472,605
外幣匯率變動的影響 (25,437) (4,091)

  

於12月31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93,324 893,400
  

經營活動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為人民幣575.0百萬元，
而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為人民幣341.6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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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活動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為人民幣128.0百萬元，主
要包括 (i)我們就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無形資產及其他非流動資產支付人
民幣84.2百萬元，是由於建造新辦公大樓及購買辦公設備等；(ii)我們就購買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計量之投資付款人民幣409.2百萬元；及 (iii)贖回理財產
品所得款項人民幣390.0百萬元。而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投資活動所用
的現金淨額為人民幣235.8百萬元。

融資活動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融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為人民幣221.7百萬元，
主要包括(i)派付股息人民幣199.8百萬元；及(ii)股份回購支付人民幣18.0百萬元。
而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為人民幣319.1百萬元。

資本開支

本集團的資本支出主要為 (i)建設蘇州新辦公大樓、購買伺服器及電腦設備等
物業、廠房及設備；(ii)我們遊戲已使用或將使用文學的軟件及智慧財產權授權、
各類辦公軟件等無形資產；及 (iii)房屋租賃產生的使用權資產的增加。截至
2020年及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資本支出載列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71,640 131,367
無形資產 164 7,989
使用權資產 2,3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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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

本集團有關辦公大樓（建設中）和伺服器、電腦設備等的資本承擔約為人民幣
18.0百萬元（2019年12月31日：人民幣114.0百萬元）。本集團計劃以自有資金撥
付資本承擔。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訂約但未撥備 17,729 103,124
已授權但未訂約 288 10,845

  

18,017 113,969
  

資產負債比率

於2020年12月31日，資產負債比率為0.1%（2019年12月31日：0.2%）。於2020年12
月31日，本集團並沒有銀行借款（2019年12月31日：無）。

資本結構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的資本結構並無變動。

或然負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未入帳重大或然負債或任何擔保（2019年：
無）。

僱員及薪酬政策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共有1,456名僱員（2019年12月31日：1,298名僱員），
全部駐於中國。本集團根據僱員的表現、工作經驗及現行市場薪金水平釐定
僱員的薪酬政策。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我們並無發生任何重大勞資糾
紛。

重組及重大投資

於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任何重組及重大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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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的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及直至本公告日期，並無資產的重大收購及出售
事項。

資產負債表外安排

本集團並無且無意訂立任何資產負債表外安排。本集團亦無訂立任何財務擔
保或作出其他承諾，以擔保第三方的付款責任。

本集團的資產質押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抵押任何資產以作為銀行借款或任何其他
融資活動的抵押品（2019年12月31日：無）。

外匯風險

本集團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除人民幣以外的交易大多以美元及港元
計值。管理團隊密切監控外匯風險，確保以及時有效的方式執行適當措施。
過往，本集團於營運中未有產生任何重大外幣兌換的虧損。管理層將繼續監
察本集團的外匯風險並考慮採取適當的措施。

上市所得款項用途

由上市日期起至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根據招股章程所載擬定用途逐
步動用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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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的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經扣除專業費用、包
銷佣金及其他上市相關開支後，總淨額約為人民幣434.0百萬元。截至2020年
12月31日止年度，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已根據本公司發佈的招股章程所載
擬定用途使用，款項結餘約為人民幣291.2百萬元。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結
餘將繼續根據招股章程披露之用途及比例使用。詳情請見下表：

於2019年
12月31日

可供動用淨額

於2020年
12月31日

實際使用淨額

於2020年
12月31日

尚未動用淨額
（人民幣百萬元）（人民幣百萬元）（人民幣百萬元）

遊戲產品研發、核心技術 
 平台的研發、升級 130.2 39.1 91.1
全球市場發行、運營 151.9 58.6 93.3
IP生態構建 65.1 10.5 54.6
上下游產業收購 43.4 12.9 30.5
營運資金及一般企業用途 43.4 21.7 21.7

   

合計 434.0 142.8 291.2
   

截至2020年 12月31日止年度後事項

董事會議決按薪酬委員會之建議向本集團選定董事及僱員授出合共40,000,000
股獎勵股份，自2021年1月1日起生效。將予無償授出的40,000,000股獎勵股份佔
本公司於授出當日已發行股本約1.83%。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分別為2020年
9月14日及2020年12月28日之公告。

其他資料

末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就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派付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2港仙（2019
年12月31日：每股普通股10港仙）。末期股息派付須待股東於股東周年大會上
批准。取得股東批准後，末期股息預期將於2021年6月18日（星期五）前後派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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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周年大會

股東周年大會將於2021年5月27日（星期四）舉行。召開股東周年大會的通告將
於適時按上市規則規定之方式刊發及寄發予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1. 符合資格出席2021年股東周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

為釐定出席股東周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資格，本公司將於2021年5月24
日（星期一）至2021年5月27日（星期四）（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
記手續，期間將不會進行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出席股東周年大會
並於會上投票的資格，所有已填妥之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最遲須於2021
年5月21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
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進行登記，位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
心54樓。

2. 符合資格收取2020年末期股息

為釐定有權收取2020年末期股息的股東資格（末期股息須待股東於股東周
年大上批准），本公司將於2021年6月3日（星期四）至2021年6月7日（星期一）（包
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進行本公司股份過
戶登記。2020年末期股息的收取權的記錄日期為2021年6月7日（星期一）。
為符合有權收取末期股息的資格，所有已填妥之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
最遲須於2021年6月2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的香港股份
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進行登記，位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54樓。2020年末期股息的派付日期預期為2021年6月18日（星
期五）或其前後。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已於聯交所回購10,662,000股普通股，總價
格為20,723,000港元，且所回購普通股已分別於2020年1月23日、2月14日、10月
12日、10月22日、11月10日及11月26日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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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回購經董事會審批並為提高股東所持股份長期價值而進行的。2020年股
份回購之詳情如下：

2020年回購之月份
回購

股份數目
每股購買價 已付

總價格最高 最低
（港元） （港元） （港元）

2020年1月 3,762,000 1.12 1.00 3,965,958
2020年9月 4,908,000 2.63 2.26 12,014,262
2020年10月 1,992,000 2.54 2.10 4,742,780

  

總計 10,662,000 20,723,000
  

董事認為，股份回購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最佳利益，乃由於股份回購及
其後註銷購回股份可提高股份價值，從而改善股東回報。

除上文所披露外，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股份獎勵計劃

董事會已於2020年9月14日（「採納日期」）批准採納本公司股份獎勵計劃（「股份
獎勵計劃」）。

股份獎勵計劃並不構成上市規則第十七章下的購股權計劃，亦為本公司的酌
情計劃。採納股份獎勵計劃無需股東批准。

股份獎勵計劃的目的

(i) 進一步改善本集團的獎勵制度，使若干合資格參與者的利益與本集團的
利益相符，並激勵彼等為本集團創造長期價值；及

(ii) 吸引並激勵主要專業人才以提升競爭力及促進本集團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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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獎勵計劃的管理

(i) 股份獎勵計劃受董事會及受託人根據計劃規則及信託契據條款（視情況而
定）管理；

(ii) 董事會可通過普通決議案，委任一名或多名本公司高級管理人員為授權
代表，就有關股份獎勵計劃的所有事宜及有關信託日常管理過程中的其
他事宜，向受託人發出指示或通知；及

(iii) 根據計劃規則及在信託契據之條款規限下，受託人將持有股份及其產生
之收入。

股份獎勵計劃的獎勵股份來源

(i) 受託人根據董事會或授權代表不時發出之書面指示於市場（於交易所內或
交易所外）購買之現有股份；

(ii) 本公司根據股東於股東大會上尋求之一般授權將配發及發行予受託人（代
表選定參與者持有）之新股份；或

(iii) 本公司之公司股東不時轉讓予受託人之股份。

股份獎勵計劃的營運

董事會可不時通過資產授出安排或其他方法，向信託注入一定數量的資金。
有關資金構成信託基金的一部分，並可於董事會認為合適的情況下，根據股
份獎勵計劃用於購買或認購獎勵股份，或信託契據所載其他用途。

根據股份獎勵計劃的條款，於遵守上市規則並受信託契據的條款及條件的規
限下，就本集團僱員利益而言，董事會或授權代表可不時以書面指示受託人 (i)
直接或間接於市場（於交易所內或交易所外）購買股份；(ii)認購由本公司配發
及發行之新股份；及 (iii)購買或接納本公司之公司股東股份。一經獲取，股份
將由信託按照計劃規則及信託契據的條款及條件，為選定參與者的利益直接
或間接持有，直至該等股份歸屬於選定參與者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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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接獲董事會或授權代表發出的書面指示通知後，受託人須動用信託基金中
的剩餘現金，根據通知所載指示獲取股份。此外，受託人亦須支付已產生的
相關開支（包括但不限於經紀佣金、印花稅、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交易
徵費、聯交所交易費）及其他必要開支。已獲取的股份及其後剩餘的現金將全
部被視為信託基金的一部分。

董事會或授權代表可不時全權酌情選擇任何合資格參與者作為選定參與者參
與股份獎勵計劃，並釐定將免費授予各選定參與者的獎勵股份數目及釐定須
遵守的條款及條件。

董事會或授權代表可全權酌情於獎勵股份可歸屬合資格參與者前釐定有關條
件（包括授出獎勵股份後於本集團的最少服務年期）。

根據信託契據，受託人可於信託期內動用信託基金內剩餘的現金，以支付就
信託產生的費用、成本及開支。

股份獎勵計劃的期限及終止

股份獎勵計劃應自採納日期起生效，並須於 (i)採納日期起計滿十周年當日；
或 (ii)董事會通過董事會普通決議案釐定的提前終止日期（以較早者為準）終止。
終止該股份獎勵計劃不得對該股份獎勵計劃項下任何選定參與者的任何現有
權利造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股份獎勵計劃實施情況

於2020年9月14日，本公司的控股股東蔣孝黃先生決定於三年內無償間接贈予
合共80,000,000股本公司股份作為股份獎勵計劃的股份儲備。

於2020年12月1日，蔣 孝 黃 先 生 完 成 第 一 年 度 入 股 計 劃，無 償 間 接 贈 予 合 共
40,000,000股本公司股份作為股份獎勵計劃的股份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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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0年12月28日，董事會根據本公司之薪酬委員會的建議議決向股份獎勵
承授人無償授出由受託人代表選定參與者所持有合共40,000,000股獎勵股份。
獎勵股份授出已自2021年1月1日起生效。股份獎勵承授人包括 (i)執行董事吳
傑先生（獎勵2,000,000股本公司股份）；(ii)執行董事孫波先生（獎勵2,000,000股本
公司股份）；及 (iii)本集團僱員（獎勵36,000,000股本公司股份）。

遵守董事證券交易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經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
守則。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而所有董事均確認於截至2020年
12月31日止年度期間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準則。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常規以企業管治守則所列原則及守則條文為基準。截至
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除偏離守則條文A.2.1條外，本公司已遵守企業管治守
則所載的一切適用的守則條文。

守則條文A.2.1條訂明，主席與首席執行官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同一人
兼任。主席及首席執行官均由蔣孝黃先生擔任。由於蔣先生於本公司之背景、
資質及經驗，彼被認為在現時情況下身兼兩職之最佳人選。董事會認為蔣先
生於現階段身兼兩職有助於維持本公司政策持續性以及本公司運營效率及穩
定性，屬適當且符合本公司最佳利益。

此外，高級管理層及董事會（均由經驗豐富的個別人士組成）的運作有效確保
及維持蔣先生兼任主席及首席執行官的權力與許可權的平衡。

董事會將不時檢討架構，以確保架構有助於執行本集團的業務策略及儘量提
高其運營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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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政策

本集團已採納集中的融資及財政政策以加強對銀行存款的控制，並且確保本
集團資金得以安全高效運作。本集團的盈餘現金一般為人民幣、美元或港元
的短期存款。本集團政策規定只進行保守的存款交易，並且限制投資高風險
金融產品。

充足公眾持股量

根據本公司可公開獲得資料及據董事所知，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
份總額中至少25%由公眾人士持有。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設立審核委員會，其書面職權範圍符合上市規則第3.21條以及企業
管治守則。審核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即祝偉先生、唐海燕女士及張勁松
先生，均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祝偉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且具備合適
專業資格。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業績，並
確認已遵從適用的會計原則、準則及規定及已作出足夠披露。審核委員會亦
已討論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

本公司核數師之工作範圍

初步業績公告所載本集團於2020年12月31日綜合財務狀況表、截至2020年12月
31日止年度綜合損益表、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及相關附註的財務數字
已由本集團核數師與本集團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
所載金額比較，金額達成一致。核數師就此執行的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
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核準則、香港審閱聘用準則或香港核證聘用準則的審核、
審閱或其他核證聘用，因此核數師並無發出核證。

刊登年度業績及年度報告

年度業績公告於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www.friendtimes.net)
刊登。本集團的2020年年度報告將根據上市規則第13.40條於適當時候派發予
股東並在上述網站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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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有以下含義：

「採納日期」 指 2020年9月14日，即董事會採納股份獎勵計劃的
日期

「股東周年大會」 指 本公司將於2021年5月27日舉行的應屆股東周年
大會

「審核委員會」 指 本公司按照上市規則的規定成立的審核委員會，
以審閱及監督本集團財務報告制度、風險管理
及內部監控

「核數師」 指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於《財務匯報局條例》下的
註冊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

「授權代表」 指 由董事會通過普通決議案委任的授權代表，獲
董事會授予權力及許可權，就有關股份獎勵計
劃的所有事宜及信託日常管理的其他事宜向受
託人發出指示或通知

「獎勵」 指 董事會向選定參與者授出的獎勵，賦予選定參
與者權利根據董事會釐定的條款及條件獲得有
關數目的獎勵股份及有關收入

「獎勵股份」 指 就選定參與者而言，由董事會根據獎勵釐定的
股份數目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首席執行官」 指 首席執行官

「企業管治守則」 指 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守則

「主席」 指 董事會主席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除非特別說明，否則本文中不
包含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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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或「公司」 指 友誼時光股份有限公司，於2018年11月16日在開
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及於2019年
10月8日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股份代號：6820）

「控股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就本公告而言，
指 本 公 司 控 股 股 東 蔣 先 生、Gorgeous Sunshine、
Ete rna l  Hea r t、Ling  Long、Lucky F i sh、Fu tu re 
Wisdom、Warm Sunshine、Agile Eagle、Purple Dream
及Purple Crystal（定義分別見招股章程）

「合資格參與者」 指 董事會全權酌情認為將會或已經對本集團任何
成員公司作出貢獻的任何高級及中級管理層、
核心技術人員及主要僱員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或「我們」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或於文義所指本公司成
為其現時附屬公司的控股公司之前的任何時間，
指本公司現時的附屬公司及由該等附屬公司或
其前身（視情況而定）經營的業務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港元」或「港仙」 指 港元及港仙，香港法定貨幣

「IP」 指 知識產權

「上市」 指 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上市日期」 指 2019年10月8日，即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上市的
日期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標準守則」 指 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巿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
交易的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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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 指 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選定參與者」 指 董事會根據計劃規則選定的合資格參與者，其
持有存續獎勵

「計劃規則」 指 股份獎勵計劃規則（經不時修訂）

「高級管理層」 指 本公司高級管理層

「證券及期貨條例」 指 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經不時修訂
或補充

「股份」 指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每股面值0.00001美元的普
通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股份獎勵計劃」 指 本公司於採納日期採納的股份獎勵計劃（以其現
有或任何經修訂形式）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信託」 指 由信託契據構成的信託

「信託契據」 指 本公司、受託人及其代名人訂立日期為2020年8
月3日的信託契據（經不時重列、補充及修訂）

「受託人」 指 達盟信託服務（香港）有限公司，獲本公司委任管
理股份獎勵計劃的受託人

「%」 指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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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借此機會，感謝本集團管理層成員及全體員工過去一年的
辛勤付出。本人亦對我們的股東、合作夥伴及利益相關者的繼續支持致以摯
誠謝意，並希望在未來能夠得到他們持續支持。

承董事會命
友誼時光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蔣孝黃

香港，2021年3月22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蔣孝黃先生、徐林先生、吳傑先生及孫
波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祝偉先生、唐海燕女士及張勁松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