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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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或任何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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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aChen Holding Group Limited
佳辰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937）

有關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的補充公告

茲提述佳辰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於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刊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報
（「二零二零年報」）所載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1及22中的合約資產、貿易應收款項
及應收票據的減值評估。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二零二零年報
所界定者具有相同含義。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提供有關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後續償
付最新狀態及合約資產、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減值評估的進一步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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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期預期信貸虧損之估計壞賬率使用之編製方法、假設及參數

為了更好地理解合約資產、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的減值評估，二零二零年
報所載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21和22中的披露資料，應與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3(j)(i)
中所載的預期信貸虧損會計政策一併閱讀。

已採用統計回歸模型預測合約資產、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各個賬齡範圍的估計全期預期信貸虧損率，所使用之依據
為截至二零一四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六年、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八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各報告期間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以及合約資產各個賬齡範
圍的實際壞賬率，以及同期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度增長率的系數關係。截至二
零一四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六年、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各報告期末，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以及合約資產的實際壞賬率已於
二零二零年報的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22(c)中披露。

截至二零一四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六年、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八年及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實際增長率分別為7.43%、
7.04%、6.85%、6.95%、6.75%及6.11%。此外，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實際增長率為 2.30%，反映二零二零年一月底爆發
新冠疫情產生的嚴重負面影響。根據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後的官方
公佈，預計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
率將不低於6%。為估計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合約資產、貿易應
收款項及應收票據的全期預期信貸虧損率，已採用二零二一年預期中國國內
生產總值年增長率的最低值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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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使用統計回歸模型計算得出的壞賬率及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度增長
率之間的系數因素，對合約資產、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的預期信貸虧損率
的計算作出的分析：

按統計回歸分析

*判定係數
(R2)，由
中國國內

生產總值

增長率

推測預期

信貸虧損率

的變化比例

**中國國內
生產總值

增長率與

實際壞賬

虧損率

之間線性

關係的截距

**國內生產
總值增長率

與實際

壞賬虧損率

之間的

系數因素

二零二零年

中國國內

生產總值的

實際增長率，

受二零二零年

一月下旬爆發

的新冠疫情

顯著影響

前瞻性因素：

二零二零年

（實際）及

二零二一年

（預期）國內

生產總值

增長率變化

根據回歸

模型於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的

估計預期

信貸虧損率

於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對合約資產、

貿易應收

款項及

應收票據

應用的預期

信貸虧損率

A B C D
E = (A + B x 
C) + (B x D)

合約資產 0.71 15.43% -2.11 2.30% 3.70%*** 2.78% 2.78%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即期或未逾期 0.67 12.48% -1.61 2.30% 3.70%*** 2.85% 2.85%

在以下時限內逾期：
–  一個月 0.96 61.24% -8.35 2.30% 3.70%*** 11.12% 11.12%

–  一至三個月 0.99 69.78% -9.43 2.30% 3.70%*** 13.20% 13.20%

–  三至六個月 0.90 86.13% -11.76 2.30% 3.70%*** 15.56% 15.56%

–  六至九個月 0.90 116.89% -15.97 2.30% 3.70%*** 21.10% 17.10%****

–  九至十二個月 0.82 81.63% -10.89 2.30% 3.70%*** 16.27% 19.30%****

–  一至兩年 0.69 226.20% -31.16 2.30% 3.70%*** 39.26% 39.26%

–  超過兩年 0.80 243.67% -31.24 2.30% 3.70%*** 56.28% 56.28%

* 判定係數在0至1之間，代表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可以解釋預期信貸虧損率0%至100%

的變化。

** 截距=（∑y）（∑x2）–（∑x）（∑xy）╱n（∑x2）–（∑x）2及系數因素= n（∑xy）–（∑x）（∑y）╱n（∑x2）–（∑x）2，當
中y為屬於各個賬齡範圍的合約資產及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的預期信貸虧損率及x

為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

*** 6% – 2.3% = 3.7%（即二零二一年相比二零二零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的預期變化）。

**** 管理層已經考慮，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九日，貿易應收款項逾期六至九個月及九至
十二個月兩個賬齡範圍下客戶的過去付款記錄和後續償付模式，並據此對該等估計預期
信貸虧損作出進一步的前瞻性調整，導致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確認額外預期信
貸虧損撥備，合共約人民幣75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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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償付分析及跟進

下表提供關於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合約資產、貿易應收款
項及應收票據的信貸風險及預期信貸虧損的資料，以及有關於二零二一年一
月一日至六月三日期間客戶的已收後續償付的資料：

客戶數目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的賬面總值

（扣除預期

信貸虧損

撥備之前）

預期信貸

虧損撥備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的賬面淨值

由二零二一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日

獲得

的後續償付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合約資產 165 80,193 2,230 77,963 31,609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見下文） 339 146,375 26,994 119,381 60,473      

504 226,568 29,224 197,344 92,082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未到期或即期 87* 37,977 1,082 36,895 23,527

逾期
一個月內 21* 4,910 546 4,364 2,281
一至三個月 19* 7,282 961 6,321 4,567
三至六個月 45* 5,432 845 4,587 2,732
六至九個月 43* 16,888 2,888 14,000 6,179
九至十二個月 71* 46,939 9,059 37,880 10,054
一至兩年 109* 20,876 8,196 12,680 8,428
超過兩年 68* 6,071 3,417 2,654 2,705     

 
146,375 26,994 119,381 60,473

     

* 每個賬齡範圍內的客戶數量加起來不等於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的客戶總數，因為同
一客戶計入相關賬齡範圍內所的金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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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及之後，本集團管理層一直密切
監察客戶結欠賬項情況。我們與客戶保持密切聯繫，以確保在付款過程中不出
現重大問題。將考慮對相關客戶發出律師信和提起法律訴訟，以收回欠款以及
中國法律允許的罰款、算定損害賠償和其他開支，此外，將考慮協商新的還款
時間表以收回未償還債項（如有需要）。

減值虧損對財務報表及業務營運的影響

根據本集團管理層對合約資產、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作出的減值評估，所
呈報的已確認減值虧損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為約人民幣
15,500,000元（「二零二零年減值虧損」），與此相比，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則確認約人民幣5,800,000元，主要由於二零二零年一月底爆發新冠疫
情。實際上，二零二零年減值虧損對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的表現造成嚴重打擊，並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純利大幅減少的實質主因之一。然而，由於疫苗供應增加，有助遏止新冠疫
情蔓延，使國內和全球市場的經濟逐步恢復，加上本集團管理層積極策劃，跟
進長期未償付的應收款項，預計減值虧損的規模將在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降至可接受水平。

承董事會命
佳辰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及主席
沈敏

中華人民共和國，常州，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沈敏先生（主席）、陳仕平先生（行政總裁）、沈明暉
先生及劉會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馬詠龍先生、施冬英女士及余振球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