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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數碼信息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50）

截至 2007年 6月 30日止 6個月之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佈

中期業績

中國數碼信息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2007

年6月30日止6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2006年之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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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07年 2006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營業額 3 339,013 301,810

銷售及提供服務之成本 (39,949) (42,413)

毛利 299,064 259,397

其他經營收入 4  3,445 2,741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108,195) (96,590)

行政開支 (92,033) (71,527)

其他經營開支 (34,489) (19,827)

融資成本 (6,838) (5,242)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 1,845

除所得稅前溢利 5 60,954 70,797

所得稅開支 6 (139) (9,503)

期內溢利 60,815 61,294

下列人士應佔溢利：

本公司股東 41,728 54,895

少數股東權益 19,087 6,399

期內溢利 60,815 61,294

港仙 港仙

本公司股東期內應佔溢利之每股盈利 7

－基本 0.210 0.276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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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2007年6月30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2007年 2006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40,376 54,914
經營租賃下之預付土地租賃費 13,252 12,972
於聯營公司權益 － －
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 324 324
商譽 56,749 56,047
按金 295,561 274,617
其他無形資產 60,605 53,455

566,867 452,329

流動資產

存貨 906,781 887,152
在收益表內按公允價值計算之金融資產 4,427 5,089
應收貿易款項 8 108,530 145,992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790,262 643,380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70,707 43,067

1,880,707 1,724,680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 9 32,914 16,831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43,207 109,554
遞延收益 57,022 61,573
稅項撥備 21,993 25,845
欠一名董事款項 134 3,020
欠股東款項 5,006 5,006
欠一名少數股東款項 12,000 12,000
欠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20,021 52,744
欠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5,509 6,394
銀行及其他借貸 165,291 45,652
融資租賃負債 169 99

463,266 338,718

流動資產淨值 1,417,441 1,385,96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984,308 1,838,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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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2007年 2006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銀行及其他借貸 53,343 14,788

融資租賃負債 371 181

53,714 14,969

資產淨值 1,930,594 1,823,322

權益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股本 199,145 199,145

股份溢價 39,194 39,194

儲備 1,470,237 1,393,951

1,708,576 1,632,290

少數股東權益 222,018 191,032

權益總額 1,930,594 1,823,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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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

規定及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

告」而編製。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列作可供出售及在收益表內按公

允價值計算之金融工具按公允價值列值。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與編製本集團截至2006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

之會計政策一致。誠如截至2006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述，下列為須於截

至2007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強制採用之新訂準則、準則修訂及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資本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金融工具：披露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29號「惡性通貨膨脹

－詮釋第7號 經濟中之財務報告」採用重列法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範圍

－詮釋第8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重新評估嵌入式衍生工具

－詮釋第9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中期財務報告及減值

－詮釋第10號

本集團已評估此等準則、修訂及詮釋，認為其對此中期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6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準則、準則修訂及詮釋。本公司董事現

時正評估此等準則及詮釋之影響，但尚未能表明會否對本集團財務報表構成重大財務影

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修訂本） 借貸成本１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部１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集團及庫存股份交易2

－詮釋第11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服務特許權安排3

－詮釋第12號

1 於2009年1月1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2007年3月1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2008年1月1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分部資料

(a) 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本集團按業務劃分之收入（亦為本集團之收入及業

績）分析如下：

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

提供財經 遠程教育

資訊及 資訊科技 及應用

相關服務 業務 物業發展 服務 其他分部 對銷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銷售予對外客戶 9,155 325,975 －  3,117 766 － 339,013

－分部間銷售 15,278 － － － － (15,278) －

24,433 325,975 － 3,117 766 (15,278) 339,013

分部業績 790 99,395 (1,224) (4,138) (2,366) (15,278) 77,179

利息收入 187

未分配企業開支 (9,574)

融資成本 (6,838)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

除所得稅前溢利 60,954

所得稅開支 (139)

期內溢利 6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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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06年6月30日止6個月

提供財經 遠程教育

資訊及 資訊科技 及應用

相關服務 業務 物業發展 服務 其他分部 對銷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銷售予對外客戶 16,793 277,899 － 6,510 608 － 301,810

分部業績 (494 ) 85,162 (832 ) (3,059 ) 425 － 81,202

利息收入 518

未分配企業開支 (7,526 )

融資成本 (5,242 )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845

除所得稅前溢利 70,797

所得稅開支 (9,503 )

期內溢利 61,294

(b) 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本集團按地區市場劃分之收入（亦為本集團之收入及

業績）分析如下：

收入／營業額 分部溢利／（虧損）

截至6月30日止 截至6月30日止

6個月 6個月

2007年 2006年 2007年 2006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 － 1,799 (196)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339,013 301,810 75,380 81,398

339,013 301,810 77,179 8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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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經營收入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07年 2006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187 518

在收益表內按公允價值計算之金融資產之公允價值收益淨額 1,814 －

雜項收入 1,444 2,223

3,445 2,741

5. 除所得稅前溢利

除所得稅前溢利已扣除以下各項：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07年 2006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無形資產攤銷 10,822 5,827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自置資產 8,350 6,189

－租賃資產 85 33

經營租約下之預付土地租賃費 141 134

6. 所得稅開支

簡明綜合收益表內之所得稅開支包括：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07年 2006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企業所得稅

即期稅項－期內稅項 139 9,503

139 9,503

由於本集團之公司並無於香港取得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未於財務報表中計提香港利得

稅（截至2006年6月30日止6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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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附屬公司所在城市採用優惠稅率，中國大陸經營之附屬公司之估計應課稅溢利已按

33%（截至2006年6月30日止6個月：33%）之稅率作出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撥備。

根據《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屬外商獨資企業，可享

有自抵銷過往年度稅項虧損後錄得盈利之首兩年內完全豁免繳納企業所得稅，並於隨後

三年獲減半企業所得稅。

此外，若干位於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之附屬公司享有15%之中國企業所得稅優惠稅率。

根據2007年3月16日舉行的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新稅

法」），自2008年1月1日起，境內內資及外資企業的所得稅率統一為25%。新稅法對本集

團綜合財務報表之影響將視乎詳細之實施規則及規例，惟於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批

准之日，該等詳細之實施規則及規例尚未頒佈。因此，本集團現階段無法合理估計新稅法

對本集團之財務影響。當具體的實施細則公佈時，本集團會繼續評估其影響。

7.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股東應佔期內溢利41,728,000港元（2006年6月30日止6個月：
54,895,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19,914,504,877股（2006年6月30日止6個
月：19,914,504,877股）計算。

由於行使購股權具有反攤薄作用，故此並無呈列截至2006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及截至
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之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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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貿易款項

授予客戶之一般信貸期介乎30日至60日。應收貿易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2007年 2006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90日 94,351 43,069
91至180日 2,604 3,631
181至270日 2,247 58,646
271至360日 1,577 1,468
超過360日 34,081 58,551

應收貿易款項總額 134,860 165,365
減：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26,330) (19,373)

應收貿易款項淨額 108,530 145,992

9. 應付貿易款項

應付貿易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2007年 2006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90日 20,545 11,585

91至180日 5,010 1,862

181至270日 4,867 383

271至360日 189 332

超過360日 2,303 2,669

32,914 16,831

10. 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期間的呈報方式。

中期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派發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之中期股息（2006年6月30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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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主要從事資訊科技業務、提供財經資訊及相關服務、以及遠程教育及應用

服務。期內，營業額錄得為339,000,000港元（2006年6月30日止6個月：301,800,000港元），

而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淨額為41,700,000港元（2006年6月30日止6個月：54,900,000港

元）。股東應佔本集團資產淨值約為1,708,600,000港元，相當於每股0.09港元。

資訊科技業務

期內，此部門營業額錄得17.3%增長至326,000,000港元（2006年6月30日止6個月：

277,900,000港元），而分部溢利為99,400,000港元（2006年6月30日止6個月：85,200,000港

元）。

中企動力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中企動力」）

中小企業以其龐大的客戶數量及持續攀升的IT投資日益成為中國信息市場的焦點。中企動力憑

藉與中小企業長期的業務關係，加以不斷創新的產品與全方位的服務，在這激烈的市場競爭中

繼續表現優異。

中企動力將在經營戰略、市場營銷、技術研發、服務運營等各方面持續改進，加大自主創新力度，

最大限度地進行內部資源整合，提高整體經營效益。

北京新網數碼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新網」）

新網提供基礎應用服務予國內企業，現已在全國開設了30家分公司，擁有14,000餘家代理商，

亦於中國虛擬主機業務中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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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財經資訊及相關服務

期內，此部門營業額錄得為9,200,000港元（不包括分部間銷售）（2006年6月30日止6個月：

16,800,000港元），而分部溢利為800,000港元（2006年6月30日止6個月：分部虧損為500,000

港元）。

北京世華國際金融信息有限公司（「世華」）為國內金融機構及投資者提供財經資訊服務，包括

實時與歷史財經資訊、數據、行情與專業客觀的分析研究。世華的終端及資訊授權服務在中國是

一個全方位財經資訊平台，用於分發國內及全球的期貨、債券、股票及外匯資訊市場的資料及數

據。世華於中國財經資訊市場擁有強大的市場份額，其終端及資訊授權服務所提供的解決方案

特別設計予銀行、金融機構、教育機構、企業以及個人投資者及媒體。

遠程教育及應用服務

期內，此部門營業額錄得為3,100,000港元（2006年6月30日止6個月：6,500,000港元），而分

部虧損為4,100,000港元（2006年6月30日止6個月：3,100,000港元）。

北京華夏大地遠程教育網絡服務有限公司（「華夏大地」）為客戶開發了300多門網絡課件，與

全國29個省市招生考試權威機構建立了廣泛、深度的合作關係，並在全國8大主要城市建立

了分支機構。華夏大地網上教育註冊用戶超過94萬個，網站日平均PV值達到580萬，峰值720

萬。

管理層已密切監控此業務之發展，確保其表現可於不久將來得以改善。

技術研發

目前，本集團軟件研發中心及技術運營中心分別擁有專業軟件及系統工程師專責軟件研發及

技術運營，為本集團在軟件研發、IT服務、IT基礎設施等方面的實力得到了飛速提升。軟件研發

中心已研成基於組件的軟件開發方法，建立了嚴格的軟件開發流程和質量保障體系，其多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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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版權保護、SOA架構研究、Openoffice與Mozilla開源技術、IT服務運營體系等方面在國內擁

有領先的技術實力。技術運營中心已經具備了軟件研發及IT服務能力，可以提供從軟件開發

到系統集成、行業解決方案、IT服務支援與管理的IT服務，並全面引入IT服務管理的國際標準，

全面提升其IT服務能力。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

本集團繼續採取審慎之資金及財務政策。於2007年6月30日，股東應佔本集團資產淨值約

1,708,600,000港元（2006年：1,632,300,000港元），包括現金及銀行結餘約70,700,000港元

（2006年：43,100,000港元）（主要以人民幣及港元為單位）。於2007年6月30日，本集團之借

貸總額為219,200,000港元（2006年：60,700,000港元），其中約170,700,000港元按固定利

率計息，而約48,500,000港元則按浮動利率計息。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按借貸總額相對於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百分比計算，由2006年12月31日之3.7%增加至2007年6月30日之

12.8%。資本負債比率上升主要因為借貸總額上升，所增加之借貸主要是用於購買北京現有

的辦公室物業和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本集團於2007年6月30日之或然負債為592,900,000港元，乃就信貸融資提供擔保所致。

於2007年6月30日，土地使用權之賬面淨值約13,300,000港元、租賃物業之賬面淨值約

75,000,000港元、若干待發展物業之賬面值約559,300,000港元及本公司上市控股公司Nan

Hai Corporation Limited若干股東持有之上市證券已質押作為信貸抵押。此外，本集團信貸抵

押之擔保則由同系附屬公司提供。

匯率波動風險

本集團大部份借貸及交易主要以人民幣及港元為單位。經營開支及收入主要為人民幣，預期

中國經濟持續強勁增長致使人民幣將繼續升值，本集團所錄之資產、負債以及利潤可能亦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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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人民幣匯率影響。儘管於回顧期內，人民幣匯率波動風險並無對本集團有重大影響，本集團

仍會繼續審視及監察人民幣及港元的匯率波動，必要時可能作出適當之外匯對沖安排。

員工

本集團員工的聘用及薪酬均以員工之學歷、經驗和工作表現為基礎。除基本薪金外，其他福利

包括住房、強制性公積金供款、團體醫療保險、團體個人意外保險及考試休假。員工可根據本

公司購股權計劃並按董事會之酌情決定獲授購股權。一般而言，每年均會進行薪金檢討。於

2007年6月30日，本集團約有8,388名員工（於2006年6月30日：6,455名）。截至2007年6月30

日止6個月，員工之薪金及津貼共約1 3 4 , 1 0 0 , 0 0 0港元（2 0 0 6年6月3 0日止6個月：

114,000,000港元）。

展望

本集團將繼續整合旗下業務實體，提升整體營運效益，加強在各業務領域的市場主導地位。此

外，本集團將繼續投資及擴大所有現有業務，以便從這些市場中受惠。本集團將繼續奮力透過

收購合併整合業內資源，進一步擴大市場份額。

強大的產品和技術支撐，正是本集團業務的強大支柱，因此，本集團將繼續大力提升技術團隊

專業素質，增強研發實力。

本集團將繼續專注所有現有業務，不斷鞏固和擴大領先優勢，使公司的股東獲得更大的投資

回報。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

任何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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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於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

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惟下列所述偏差除外：

守則條文A.2.1訂明，主席及行政總裁應為獨立角色及不應由同一人擔任。

本公司尚未委任行政總裁。行政總裁之職責亦由本公司主席于品海先生履行。董事會相信，將

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歸於同一人，可使本公司獲得鞏固及貫徹之領導，於業務決策及策略

方面可有效及高效率地計劃及執行。

守則條文A.4.1訂明，非執行董事應按特定任期委任，並須受重選所規限。

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並非按特定任期委任。然而，根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所有非執行董事須

受輪值退任規定所規限。因此，董事會認為，已採取足夠措施確保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守則不低

於聯交所所訂之標準。

證券交易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發行人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本公司已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別查詢，董事們確認，彼等於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

期間已遵守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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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黃耀文先生、江平教授、陳立先生及馮榮立先生。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實務，並檢討有關財務監控、內部監

控及風險管理制度，包括審閱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承董事會命

主席

于品海

香港，2007年9月19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本公司之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于品海先生、陳丹女士及覃天翔先生

非執行董事： 羅寧先生及林秉軍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黃耀文先生、江平教授、陳立先生及馮榮立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