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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以不同投票權控制的有限責任公司）
（股份代號：9626）

2 0 2 1年第二季度
未經審核財務業績公告

我們謹此宣佈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的未經審核財務業績（「2021年第二
季度業績公告」）。2021年第二季度業績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香港上市規則」）第13.48(1)條作為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提供予
我們的股東。2021年第二季度業績公告可於香港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我們的
網站(http://ir.bilibili.com/)閱覽。按香港上市規則所規定，有關我們的不同投票權架構的
資料載於本公告附錄一。

承董事會命
嗶哩嗶哩股份有限公司*

陳睿
主席

香港，2021年8月19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主席陳睿先生、董事徐逸先生及李旎女士、獨立董事JP GAN先生、 
何震宇先生、李豐先生及丁國其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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嗶哩嗶哩股份有限公司宣佈2021年第二季度財務業績

上海，2021年8月19日 — 嗶哩嗶哩股份有限公司（「嗶哩嗶哩」或「本公司」）（納斯達克代
號：BILI及港交所代號：9626），中國年輕一代的標誌性品牌及領先的視頻社區，今日宣
佈其截至到2021年6月30日第二季度的未經審核財務業績。

2021年第二季度摘要：

‧ 淨營業額總額達人民幣4,495.3百萬元（696.2百萬美元），較2020年同期增加72%。

‧ 月均活躍用戶（月活用戶）達237.1百萬，而移動端月活用戶達220.5百萬，較2020年同
期分別增加38%及44%。

‧ 日均活躍用戶（日活用戶）達62.7百萬，較2020年同期增加24%。

‧ 平均每月付費用戶（月均付費用戶1）達20.9百萬，較2020年同期增加62%。

嗶哩嗶哩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陳睿先生表示：「我們在第二季度的強勁表現，顯示
我們的優質用戶增長策略奏效。在第二季度，我們的月活用戶總數達到237.1百萬，同比
增長38%。同時，我們的用戶保持高活躍度與參與度，用戶日均使用時間長達81分鐘，
表現亮眼，創下同期歷史新高。在6月慶祝公司12周年紀念之際，我們很自豪地說，我
們始終堅守著自己使命和初心，即為我們的用戶和內容創作者創建優秀的社區，並將中
國原創內容推廣全球。展望未來，我們希望能承擔更多社會責任，在促進社會發展方面
作出更多貢獻，為社會帶來更多有益且正向的文化影響，並將更多「中國製造」的內容推
向世界。」

嗶哩嗶哩首席財務官樊欣先生表示：「我們在第二季度的營業額再次破紀錄，達到人民
幣4,495.3百萬元，同比增長72%。更均衡的收入結構推動我們持續增長，尤其是來自廣
告業務的收入，同比增長超過200%，佔淨營業額總額的23%。月均付費用戶數亦大幅增
加至20.9百萬，付費率提高至8.8%，去年同期則為7.5%。我們的基本面依然穩健，現金
儲備達到人民幣276億元，以支持我們的長期增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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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二季度財務業績

淨營業額總額。淨營業額總額為人民幣4,495.3百萬元（696.2百萬美元），較2020年同期增
加72%。

移動遊戲。移動遊戲營業額為人民幣1,233.2百萬元（191.0百萬美元），而於2020年同期則
為人民幣1,248.0百萬元。

增值服務。增值服務營業額為人民幣1,634.9百萬元（253.2百萬美元），較2020年同期增加
98%，主要是由於本公司推進了商業化的進程，且本公司增值服務包括大會員、直播服
務及其他增值服務的付費用戶數量均有增加所致。

廣告。廣告營業額為人民幣1,049.1百萬元（162.5百萬美元），較2020年同期增加201%。此
增加主要是由於嗶哩嗶哩品牌在中國線上廣告市場得到進一步認可，以及嗶哩嗶哩的
廣告效率有所提高所致。

電商及其他。電商及其他營業額為人民幣578.0百萬元（89.5百萬美元），較2020年同期增
加195%，主要是由於本公司電商平台的產品銷售增加所致。

營業成本。營業成本為人民幣3,506.3百萬元（543.1百萬美元），較2020年同期增加74%。
收入分成成本（營業成本的關鍵部分）為人民幣1,746.7百萬元（270.5百萬美元），較2020年
同期增加70%。

毛利潤。毛利潤為人民幣989.0百萬元（153.2百萬美元），較2020年同期增加64%，主要是
由於淨營業額增加所致。

經營開支總額。經營開支總額為人民幣2,509.5百萬元（388.7百萬美元），較2020年同期增
加107%。

銷售及營銷開支。銷售及營銷開支為人民幣1,399.9百萬元（216.8百萬美元），同比增加
107%。此增加主要是由於推廣嗶哩嗶哩的應用程序及品牌的渠道及營銷開支增加，以
及本公司移動遊戲的宣傳開支，加上銷售及營銷人員增加所致。

一般及行政開支。一般及行政開支為人民幣435.9百萬元（67.5百萬美元），同比增加
109%。此增加主要是由於一般及行政人員、股權激勵費用、租金開支及其他一般及行
政開支增加所致。

研發開支。研發開支為人民幣673.7百萬元（104.3百萬美元），同比增加104%。此增加主
要是由於研發人員及股權激勵費用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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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虧損。經營虧損為人民幣1,520.6百萬元（235.5百萬美元），2020年同期則為人民幣
610.1百萬元。

所得稅開支。所得稅開支為人民幣21.7百萬元（3.4百萬美元），2020年同期則為人民幣11.9
百萬元。

淨虧損。淨虧損為人民幣1,121.8百萬元（173.7百萬美元），2020年同期則為人民幣570.9百
萬元。

經調整淨虧損2。經調整淨虧損（為非公認會計準則指標，不含股權激勵費用、通過業務
收購獲得的無形資產相關的攤銷開支，以及通過業務收購獲得的無形資產相關的所得
稅）為人民幣857.8百萬元（132.9百萬美元），2020年同期則為人民幣475.7百萬元。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及經調整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2。每股基本及攤薄淨虧損為人民幣
2.91元（0.45美元），2020年同期則為人民幣1.63元。經調整每股基本及攤薄淨虧損為人民
幣2.23元（0.35美元），2020年同期則為人民幣1.35元。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定期存款及短期投資。截至2021年6月30日，本公司的現金及現金
等價物、定期存款及短期投資為人民幣276億元（43億美元），截至2020年12月31日則為人
民幣128億元。

展望

本公司現時對2021年第三季度淨營業額進行了展望，預計將達到人民幣51億元至人民幣
52億元。

上述展望是基於目前市況，並反映本公司的初步估計，而該等初步估計均受不同的不確
定因素所影響，包括與現時新冠疫情有關的不確定因素。

1 付費用戶指在我們的平台上就多項產品及服務付款的用戶數，包括在遊戲進行的消費和增值服務消費（不包
括在我們的電商平台上消費）。使用同一註冊賬戶為我們平台上的不同產品和服務進行消費的用戶將被視為
一位付費用戶，我們將猫耳的付費用戶數計入總付費用戶中，而不消除重複用戶。

2 經調整淨虧損以及經調整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均為非公認會計準則財務指標。有關非公認會計準則財務指標
的更多資料，請參閱「使用非公認會計準則財務指標」一節以及此份公告結尾所載的「公認會計準則及非公認
會計準則業績的未經審核調節表」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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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會議

本公司管理層將於2021年8月19日美國東部時間上午八時正（2021年8月19日北京╱香港
時間下午八時正）召開業績電話會議。

電話會議詳情如下：

活動名稱： 嗶哩嗶哩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季度業績電話會議
會議編號： 6624169
註冊鏈接：  http://apac.directeventreg.com/registration/event/6624169

所有與會者須於電話會議召開前使用上文提供的鏈接完成在線註冊程序。註冊後，各與
會者將收到一組用以參與電話會議的與會者撥入號碼、活動密碼及獨有登記編號。

此外，電話會議的網上直播及存檔可於本公司投資者關係網站 http://ir.bilibili.com 獲取。

電話會議的重播可於電話會議結束兩小時後至2021年8月26日止通過致電以下號碼收聽：

美國： +1-855-452-5696
國際： +61-2-8199-0299
香港地區： 800-963-117
中國大陸： 400-632-2162
重播登入編號： 6624169

關於嗶哩嗶哩股份有限公司

嗶哩嗶哩是中國年輕一代的標誌性品牌及領先的視頻社區，將「豐富中國年輕人的日常
生活」作為公司使命。嗶哩嗶哩以「你感興趣的視頻都在B站」作為品牌主張，向用戶提供
廣泛的視頻內容。圍繞著有文化追求的用戶、高質量的內容、有才華的內容創作者以及
他們之間強大的情感紐帶，嗶哩嗶哩構建了自己的社區。同時，嗶哩嗶哩引領了標誌性
的互動功能「彈幕」，在播放界面同時展示觀看同一視頻的用戶的評論和感想，革新了觀
看體驗並激發了用戶間的共鳴。嗶哩嗶哩現已成為多元文化及各類興趣的聚集地，是探
索中國年輕人文化趨勢和潮流現象的最佳平台。

有關更多資料，請訪問：  http://ir.bilibili.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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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非公認會計準則財務指標

本公司使用經調整淨虧損、經調整每股及每股美國存託股基本及攤薄淨虧損等非公認
會計準則指標，以評估其經營業績以及用於制定財務和經營決策。本公司認為，非公認
會計準則指標剔除股權激勵費用、通過業務收購獲得的無形資產相關的攤銷開支、以及
通過業務收購獲得的無形資產相關的所得稅（非現金費用）的影響，將有助於識別其業
務的基本趨勢。本公司認為非公認會計準則財務指標提供了關於本公司經營業績的實
用資料、增強對本公司過往表現及未來前景的整體理解，並且有助於更清晰地了解本公
司管理層在財務和經營決策中所使用的核心指標。

非公認會計準則財務指標並非美國公認會計準則所界定的指標，且並無根據美國公認
會計準則呈列。非公認會計準則財務指標作為分析工具有局限性，且於評估本公司的經
營表現、現金流量或流動資金時，投資者不應單獨考慮該等指標，或取代根據美國公認
會計準則編製的淨虧損、經營活動提供的現金流量或其他合併經營狀況以及現金流量
數據。

本公司將非公認會計準則財務指標調整至最具可比性的美國公認會計準則業績指標，
以減少該等限制，所有指標均應於評估本公司業績時予以考慮。

有關非公認會計準則財務指標的更多資料，請參閱此份公告結尾所載的「公認會計準則
及非公認會計準則業績的未經審核調節表」列表。

匯率資料

僅為方便讀者，本公告所載若干人民幣金額按特定匯率換算為美元。除另有指明外，人
民幣兌美元的所有換算均按人民幣6.4566元兌1.00美元的匯率換算，該匯率為美國聯邦
儲備局H.10統計數據所發佈於2021年6月30日的匯率。本公司並無聲明所述人民幣或美
元金額可按任何特定匯率或任何匯率兌換為美元或人民幣（視情況而定）。

安全港聲明

本公告載有前瞻性陳述。該等陳述乃根據1995年《美國私人證券訴訟改革法中》的「安全
港」條文作出。該等前瞻性陳述可從所用詞彙如「將」、「預期」、「預計」、「旨在」、「未
來」、「擬」、「計劃」、「相信」、「估計」、「有信心」、「潛在」、「繼續」或其他類似陳述加
以識別。其中，新冠疫情的影響、本公告內的展望和引述管理層話語的部分，以及嗶哩
嗶哩的策略和經營計劃，均含有前瞻性陳述。嗶哩嗶哩亦可能在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提交的定期報告、向股東提交的中期及年度報告、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
交所」）網站上發佈的公告、通函或其他刊物、新聞稿和其他書面材料以及其高級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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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或僱員向第三方作出的口頭陳述作出書面或口頭前瞻性陳述。非歷史事實的陳述，
包括但不限於有關嗶哩嗶哩的信念和未來期望的陳述，均屬於前瞻性陳述。前瞻性陳述
涉及固有的風險和不確定因素。多項因素可能導致實際業績與任何前瞻性陳述所載內
容出現重大差異，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各項：新冠疫情對嗶哩嗶哩的業務、經營業績、財
務狀況及股價的影響；嗶哩嗶哩的策略；嗶哩嗶哩的未來業務發展、財務狀況及經營
業績；嗶哩嗶哩在挽留及提升用戶、會員和廣告客戶的數量、提供優質內容、產品和服
務以及擴大其產品和服務範圍的能力；網上娛樂行業的競爭；嗶哩嗶哩在目標用戶社
區內維持其文化及品牌形象的能力；嗶哩嗶哩在管理成本及開支的能力；與網上娛樂
行業有關的中國政府政策及規定，全球及中國整體經濟及業務狀況以及與上述任何一
項相關或有關的假設。有關該等及其他風險的進一步資料，載於本公司向證券交易委員
會及香港聯交所提交的文件中。本公告及附件所提供的全部資料均截至本公告日期，而
且除根據適用法律外，本公司並沒有義務更新任何該等資料。

投資者及媒體如有查詢，請聯絡：

中國：

嗶哩嗶哩股份有限公司
Juliet Yang
電話：+86-21-2509-9255內線8523
電郵：  ir@bilibili.com

The Piacente Group, Inc.
Emilie Wu
電話：+86-21-6039–8363
電郵：  bilibili@tpg-ir.com

美國：

The Piacente Group, Inc.
Brandi Piacente
電話：+1-212-481-2050
電郵：  bilibili@tpg-i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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嗶哩嗶哩股份有限公司
未經審核簡明合併經營狀況表

（除了股份及每股數據以外，金額以千元為單位）

截至以下日期止三個月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2020年
6月30日

2021年
3月31日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6月30日

2021年
6月30日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淨營業額：
　移動遊戲 1,247,977 1,170,746 1,233,164 2,398,590 2,403,910
　增值服務 825,251 1,496,529 1,634,943 1,618,804 3,131,472
　廣告 348,572 714,687 1,049,149 562,838 1,763,836
　電商及其他 195,801 519,111 577,998 352,904 1,097,109

     

淨營業額總額 2,617,601 3,901,073 4,495,254 4,933,136 8,396,327
營業成本 (2,013,588) (2,963,197) (3,506,272) (3,798,659) (6,469,469)
毛利潤 604,013 937,876 988,982 1,134,477 1,926,858

經營開支：
　銷售及營銷開支 (675,092) (1,000,059) (1,399,920) (1,281,049) (2,399,979)
　一般及行政開支 (208,411) (388,531) (435,945) (379,788) (824,476)
　研發開支 (330,628) (580,254) (673,679) (627,963) (1,253,933)

     

經營開支總額 (1,214,131) (1,968,844) (2,509,544) (2,288,800) (4,478,388)
     

經營虧損 (610,118) (1,030,968) (1,520,562) (1,154,323) (2,551,530)

其他收入╱（開支）：
　投資收入（淨額） 31,423 168,212 455,247 4,942 623,459
　利息收入 23,504 11,277 14,276 50,156 25,553
　利息開支 (22,671) (33,245) (35,601) (37,843) (68,846)
　匯兌收益╱（虧損） 4,213 (28,423) 20,484 16,923 (7,939)
　其他（淨額） 14,734 20,763 (33,957) 32,067 (13,194)

     

其他收入總額（淨額） 51,203 138,584 420,449 66,245 559,033
     

除所得稅前虧損 (558,915) (892,384) (1,100,113) (1,088,078) (1,992,497)
　所得稅 (11,939) (12,475) (21,700) (21,331) (34,175)

     

淨虧損 (570,854) (904,859) (1,121,813) (1,109,409) (2,026,672)
　可贖回非控制性權益的增值 (1,760) — — (3,030) —
　非控制性權益應佔淨虧損 5,966 1,304 1,235 10,550 2,539

     

歸屬於嗶哩嗶哩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淨虧損 (566,648) (903,555) (1,120,578) (1,101,889) (2,024,133)
每股淨虧損（基本） (1.63) (2.54) (2.91) (3.25) (5.47)
每股美國存託股淨虧損（基本） (1.63) (2.54) (2.91) (3.25) (5.47)
每股淨虧損（攤薄） (1.63) (2.54) (2.91) (3.25) (5.47)
每股美國存託股淨虧損（攤薄） (1.63) (2.54) (2.91) (3.25) (5.47)
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基本） 348,634,400 355,351,263 384,588,209 339,039,316 370,050,501
美國存託股加權平均股數（基本） 348,634,400 355,351,263 384,588,209 339,039,316 370,050,501
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攤薄） 348,634,400 355,351,263 384,588,209 339,039,316 370,050,501
美國存託股加權平均股數（攤薄） 348,634,400 355,351,263 384,588,209 339,039,316 370,050,501

所附附註為本新聞稿的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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嗶哩嗶哩股份有限公司
未經審核財務資料附註

（除了股份及每股數據以外，金額以千元為單位）

截至以下日期止三個月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2020年
6月30日

2021年
3月31日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6月30日

2021年
6月30日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股權激勵開支計入：
　營業成本 7,256 14,550 16,686 14,131 31,236
　銷售及營銷開支 11,212 13,012 13,130 17,971 26,142
　一般及行政開支 41,421 126,023 132,931 67,837 258,954
　研發開支 26,758 60,810 76,766 42,232 137,576

     

總計 86,647 214,395 239,513 142,171 453,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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嗶哩嗶哩股份有限公司
未經審核簡明合併資產負債表

（除了股份及每股數據以外，金額以千元為單位）

2020年
12月31日

2021年
6月30日

  

人民幣 人民幣

資產
流動資產：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678,109 11,493,570
　定期存款 4,720,089 4,496,909
　應收賬款（淨額） 1,053,641 1,377,784
　預付款項及其他流動資產 1,930,519 3,944,653
　短期投資 3,357,189 11,581,749

  

　流動資產總額 15,739,547 32,894,665
  

非流動資產：
　物業及設備（淨額） 761,941 1,087,260
　製作成本（淨額） 667,876 811,920
　無形資產（淨額） 2,356,959 2,881,926
　商譽 1,295,786 1,594,781
　長期投資（淨額） 2,232,938 3,080,245
　其他長期資產 810,561 942,425

  

　非流動資產總額 8,126,061 10,398,557
  

資產總額 23,865,608 43,293,222
  

負債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3,074,298 3,627,701
　應付薪資及福利 734,376 689,651
　應付稅款 127,192 122,865
　短期貸款 100,000 388,448
　遞延收入 2,118,006 2,612,818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 1,237,676 1,956,989

  

　流動負債總額 7,391,548 9,398,472
非流動負債：
　長期債務 8,340,922 8,174,278
　其他長期負債 350,934 285,683

  

　非流動負債總額 8,691,856 8,459,961
  

負債總額 16,083,404 17,858,433
  

嗶哩嗶哩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權益總額 7,600,200 25,388,713
非控制性權益 182,004 46,076

  

股東權益總額 7,782,204 25,434,789
  

負債及股東權益總額 23,865,608 43,293,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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嗶哩嗶哩股份有限公司
公認會計準則及非公認會計準則業績的未經審核調節表
（除了股份及每股數據以外，金額以千元為單位）

截至以下日期止三個月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2020年
6月30日

2021年
3月31日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6月30日

2021年
6月30日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淨虧損 (570,854) (904,859) (1,121,813) (1,109,409) (2,026,672)
加：
股權激勵費用 86,647 214,395 239,513 142,171 453,908
通過業務收購獲得的無形資產
　相關的攤銷開支 8,472 26,145 26,016 16,944 52,161
通過業務收購獲得的無形資產
　相關的所得稅 — (1,514) (1,514) — (3,028)

     

經調整淨虧損 (475,735) (665,833) (857,798) (950,294) (1,523,631)
     

歸屬於嗶哩嗶哩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淨虧損 (566,648) (903,555) (1,120,578) (1,101,889) (2,024,133)
加：
股權激勵費用 86,647 214,395 239,513 142,171 453,908
通過業務收購獲得的無形資產
　相關的攤銷開支 8,472 26,145 26,016 16,944 52,161
通過業務收購獲得的無形資產
　相關的所得稅 — (1,514) (1,514) — (3,028)

     

經調整歸屬於嗶哩嗶哩股份
　有限公司股東淨虧損 (471,529) (664,529) (856,563) (942,774) (1,521,092)

     

經調整每股淨虧損（基本） (1.35) (1.87) (2.23) (2.78) (4.11)
經調整每股美國存託股淨虧損
　（基本） (1.35) (1.87) (2.23) (2.78) (4.11)
經調整每股淨虧損（攤薄） (1.35) (1.87) (2.23) (2.78) (4.11)
經調整每股美國存託股淨虧損
　（攤薄） (1.35) (1.87) (2.23) (2.78) (4.11)
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基本） 348,634,400 355,351,263 384,588,209 339,039,316 370,050,501
美國存託股加權平均股數（基本） 348,634,400 355,351,263 384,588,209 339,039,316 370,050,501
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攤薄） 348,634,400 355,351,263 384,588,209 339,039,316 370,050,501
美國存託股加權平均股數（攤薄） 348,634,400 355,351,263 384,588,209 339,039,316 370,05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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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不同投票權

嗶哩嗶哩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以不同投票權控制。除香港上市規則第8A.24條規定
若干事項（「保留事項」）須以每股一票的方式表決之外，每股Y類普通股持有人有權就所
有需要股東表決的事項行使10票投票權，每股Z類普通股持有人有權行使1票投票權。本
公司採用不同投票權架構，儘管Y類普通股持有人陳睿先生、徐逸先生及李旎女士（「不
同投票權受益人」）並不擁有本公司股本的大部分經濟利益，但不同投票權受益人可對
本公司行使投票控制權。不同投票權受益人的遠見及領導能使本公司持續受益。

股東及有意投資者務請留意投資不同投票權架構公司的潛在風險，特別是不同投票權
受益人的利益未必總與股東整體利益一致，而不論其他股東如何投票，不同投票權受益
人將對本公司事務及股東決議案的結果有重大影響。有意投資者務請經過審慎周詳的
考慮後方決定是否投資本公司。

截至2021年6月30日，不同投票權受益人於合計83,715,114股Y類普通股中擁有權益，合共
佔本公司就保留事項以外事項股東決議案的投票權約73.6%（不包括就於行使或歸屬根據
本公司股份激勵計劃授出的獎勵後的未來發行而發行及保留的3,068,854股Z類普通股）。
Y類普通股可按一換一的比例轉換為Z類普通股。於Y類普通股轉換後，本公司將重新指
定83,715,114股Y類普通股，並重新發行相同數量的Z類普通股，佔截至2021年6月30日本
公司已發行股本的21.8%（不包括就於行使或歸屬根據本公司股份激勵計劃授出的獎勵
後的未來發行而發行及保留的3,068,854股Z類普通股）。

截至2021年6月30日，陳睿先生通過Vanship Limited擁有及控制49,299,006股Y類普通股，
佔本公司投票權的43.4%。Vanship Limited由一家信託控制，該信託的受益人為陳先生及
其家庭成員。截至2021年6月30日，徐逸先生通過Kami Sama Limited擁有及控制27,216,108
股Y類普通股及151,100股Z類普通股以及以美國存託股形式持有45,000股Z類普通股，合共
佔本公司投票權的24.0%。Kami Sama Limited由一家信託控制，該信託的受益人為徐先生
及其家庭成員。截至2021年6月30日，李旎女士通過Saber Lily Limited擁有及控制7,200,000
股Y類普通股及908,300股Z類普通股，合共佔本公司投票權的6.4%。Saber Lily Limited由
一家信託控制，該信託的受益人為李女士及其家庭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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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8A.22條，若並無不同投票權受益人實益擁有任何Y類普通股，Y類
普通股附有的不同投票權即告終止。以下事項可導致上述情況：

(i) 發生香港上市規則第8A.17條所載的任何情況，尤其是不同投票權受益人：(1)身故；
(2)不再為董事會成員；(3)香港聯交所認為其喪失履行董事職責的能力；或(4)香港聯
交所認為其不再符合香港上市規則所載有關董事的要求；

(ii) 除香港上市規則第8A.18條批准的情況外，當不同投票權受益人將全部Y類普通股的
實益擁有權或當中經濟利益或當中附有的投票權轉讓予他人；

(iii) 代表不同投票權受益人持有Y類普通股的工具均不再符合香港上市規則第8A.18(2)條
規定；或

(iv) 所有Y類普通股均已轉換為Z類普通股。

自本公司於香港聯交所上市至2021年6月30日，本公司確認已遵守《香港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以《香港上市規則》第8A章所規定者為限）。

提名及公司治理委員會

本公司提名及公司治理委員會已遵守《香港上市規則》第8A.27及8A.30條的規定。提名
及公司治理委員會的成員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是JP Gan先生、何震宇先生及李豐先
生。JP Gan先生為提名及公司治理委員會的主席。

提名及公司治理委員會就其公司治理功能履行的工作概述如下：

‧ 檢視本公司的公司治理及遵守法律法規要求的政策及實踐。

‧ 檢視本公司遵守《企業管治守則》（以《香港上市規則》第8A章所規定者為限）及本公司
披露遵守《香港上市規則》第8A章的情況。

‧ 就委任本公司合規顧問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 檢視及監控本公司、其子公司及併表關聯實體（「本集團」）╱股東（作為一方）與不同
投票權受益人（作為另一方）之間利益衝突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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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視及監控與不同投票權架構有關的所有風險，包括本集團（作為一方）與任何不同
投票權受益人（作為另一方）之間的任何關連交易。

‧ 檢視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的培訓及持續專業發展安排（尤其是《香港上市規則》第8A章
及有關不同投票權架構的相關風險知識方面）。

‧ 檢視及確認不同投票權受益人於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均是董事會成員以
及於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並無發生《香港上市規則》第8A.17條所述任何事
項，並於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香港上市規則》第8A.14、8A.15、
8A.18及8A.24條。

‧ 力求確保本公司與股東之間的溝通有效及持續進行，尤其當涉及《香港上市規則》第
8A.35條的規定時。

‧ 匯報提名及公司治理委員會的工作，內容須涵蓋該委員會職權範圍。

提名及公司治理委員會建議董事會繼續實施上述公司治理措施，並定期審閱其有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