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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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數碼信息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50）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6個月之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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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30日止6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2012年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 未經審核
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6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3年 2012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營業額 5(a) 317,364 322,834
銷售及提供服務之成本 (46,383) (78,582)

    

毛利 270,981 244,252
其他經營收入 5(b) 51,463 42,487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159,178) (152,372)
行政開支 (81,625) (104,169)
其他經營開支 (77,616) (90,469)
融資成本 (8,038) (4,329)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業績 – –

    

除所得稅前虧損 6 (4,013) (64,600)
所得稅開支 7 (6,094) (5,712)

    

期內虧損 (10,107) (7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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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3年 2012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8,305) (69,233)
非控股權益 (1,802) (1,079)

    

期內虧損 (10,107) (70,312)
    

港仙 港仙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之每股虧損
基本 8(a) (0.042) (0.348)

    

攤薄 8(b) 不適用 不適用
    

簡明綜合收益表 — 未經審核（續）
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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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報表 — 未經審核
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6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3年 2012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虧損 (10,107) (70,312)

其他全面收益，包括重新分類調整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之匯兌差額 10,165 (4,407)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58 (74,719)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650 (73,290)
非控股權益 (592) (1,429)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58 (74,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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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2013年6月30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2013年

6月30日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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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594 474,447
經營租賃下之預付土地租賃費 27,456 27,510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 –
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 324 324
商譽 54,281 53,720
其他無形資產 90,975 107,057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80,016 135,205
向最終控股公司貸款 1,317,420 1,436,406

    

2,157,066 2,234,669
    

流動資產
應收貿易款項 9 15,328 18,102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260,093 327,117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26,538 16,640

    

301,959 361,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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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2013年

6月30日
2012年

12月31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 10 27,414 45,068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04,084 128,279
遞延收入 69,433 45,664
稅項撥備 83,645 77,845
欠一名董事款項 7,660 10,473
欠股東款項 5,006 5,006
欠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5,501 5,501
有抵押銀行借貸 235,175 247,512
融資租賃負債 123 110

    

538,041 565,458
    

流動負債淨額 (236,082) (203,59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920,984 2,031,070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負債 158 226
欠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54,063 164,139

    

54,221 164,365
    

資產淨值 1,866,763 1,866,705
    

權益

股本 11 199,145 199,145
儲備 1,636,335 1,635,68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835,480 1,834,830
非控股權益 31,283 31,875

    

權益總額 1,866,763 1,866,705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續）
於2013年6月30日



6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6個月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為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及以香港為註冊地。其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灣
仔駱克道188號兆安中心26樓。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提供企業 IT應用服務。

本集團之最終控股母公司為Nan Hai Corporation Limited（南海控股有限公司）（「南海」），該公司於
百慕達註冊成立及以百慕達為註冊地，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除另有指明者外，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列值。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未經審核，惟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並於2013年8月30日獲本公
司董事會（「董事會」）批准刊行。

2. 編製基準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香港會計準則（「香港
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條文編製。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所規定全部資料及披露，並應與本集團截至2012年
12月31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覽。

本集團於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6個月產生虧損約10,107,000港元，而本集團於同日有流動負債
淨額約236,082,000港元。儘管出現上述情況，惟仍採納持續經營基準，此乃基於本集團可能出售
其部分資產，例如：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北京名為「數碼莊園」之部分物業。基於上述者，
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將可滿足其未來營運資金及其他融資需求，故財務報表按持續經營基準編
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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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6個月

3. 主要會計政策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分類為可供出售之金融工具以公允價值列賬除
外。除本集團首次應用下列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與本集團有關且於2013年1月1日開始之年度期間
之本集團財務報表生效之新訂準則、修訂及詮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外，編製本簡明綜合中
期財務報表所用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所載者一致。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2009–2011年周期年度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經修訂） 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呈列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 披露 —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允價值計量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2011年） 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2011年）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投資

除下文所述外，採納此等新訂╱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改變本集團編製截至2012年12月
31日止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會計政策。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經修訂）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經修訂）規定，實體將於日後符合若干條件時重新分類至損益之其他全
面收項目之呈列，獨立於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者。本集團於本財務報表呈列之其他全面收益已作出
相應修改。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有關編製綜合財務報表之
規定及香港常設詮釋委員會第12號綜合 — 特殊目的實體，其就決定綜合計算被投資實體與否引入
單一控股模式，著眼於實體是否有權控制被投資方、對參與被投資方所得浮動回報之承擔，以及運
用權力影響該等回報數額之能力。

由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本集團已就釐定其是否對被投資方擁有控制權改變其會計政
策。採納本修訂未有改變本集團就其於2013年1月1日對其他實體之控制權的結論。因此，新訂會
計政策不會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及財務業績構成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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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6個月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允價值計量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未有導致有關公允價值計量之會計政策轉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3號界定公允價值、確立計量公允價值之框架及規定就公允價值計量作出若干披露。

採納此等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構成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師公會亦已頒佈多項尚未生效之新訂準則、準則修訂及詮釋。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此等準
則。董事現正評估首次應用此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惟現階段未能表明會否對
本集團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財務影響。

4. 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從事企業 IT應用服務業務，而本集團所有營運設施均位於中國。因此，並無呈列
業務及地區分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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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6個月

5. 收入╱營業額及其他經營收入 — 未經審核

(a) 本集團營業額指來自其主要業務之下列各項收入：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3年 2012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企業 IT應用服務 317,364 322,834
   

(b) 其他經營收入：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3年 2012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50 67
其他利息收入 41,140 42,162

並非按公允價值於損益賬處理之金融資產之
 利息收入總額 41,190 42,229
租金收入 2,568 –
政府撥款 711 –
雜項收入 6,994 258

   

51,463 42,487
   

6. 除所得稅前虧損 —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3年 2012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所得稅前虧損乃經扣除下列各項後得出：
無形資產攤銷 22,911 18,206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 自置資產 12,940 14,954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 租賃資產 72 87
經營租賃下之預付土地租賃費 279 169
物業、廠房及設備撇銷 167 4,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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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6個月

7. 所得稅開支 —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3年 2012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即期稅項支出
 — 香港利得稅 4,858 4,797
 —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1,236 915

   

6,094 5,712
   

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6個月，香港利得稅乃按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6.5%（截至2012年6月
30日止6個月：16.5%）之稅率作出撥備。

除非附屬公司所在城市設有優惠稅率，否則於中國大陸經營之附屬公司已就其估計應課稅溢利按
25%（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個月：25%）之稅率作出中國企業所得稅撥備。

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屬外商獨資企業，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
彼等有權在抵銷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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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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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享有15%（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個月：
15%）之中國企業所得稅優惠稅率。

8. 每股虧損 — 未經審核

(a)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8,305,000港元（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個月：
69,233,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19,914,504,877股（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個月：
19,914,504,877股）計算。

(b) 由於期內並無潛在攤薄之已發行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截至2013年6月30日及2012年6月30
日止6個月之每股攤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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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6個月

9. 應收貿易款項

應收貿易款項於出示發票時到期。應收貿易款項按發票日期作出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2013年 2012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90日 12,187 12,739
91–180日 2,561 3,812
181–270日 2,521 2,855
271–360日 2,009 2,097
超過360日 1,009 7,198

   

應收貿易款項毛額 20,287 28,701
減：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4,959) (10,599)

   

應收貿易款項淨額 15,328 18,102
   

10. 應付貿易款項

應付貿易款項按發票日期作出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2013年

6月30日
2012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90日 3,630 8,833
91–180日 218 2,464
181–270日 191 229
271–360日 196 2,101
超過360日 23,179 31,441

   

27,414 45,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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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6個月

11. 股本

每股面值
0.01港元之
普通股數目 千港元

   

法定股本：
於2012年1月1日、2012年12月31日（經審核）
 及2013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30,000,000,000 3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於2012年1月1日、2012年12月31日（經審核）
 及2013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19,914,504,877 199,145

   

中期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派發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6個月之中期股息（2012年6月30日：無）。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期內，本集團之營業額約為317,400,000港元（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個月：
322,800,000港元），與去年同期比較出現了輕微下滑，而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淨額約為8,300,000港元（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個月：69,200,000港元），虧
損較去年同期明顯大幅下降約88%。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資產淨值約為
1,835,500,000港元（2012年12月31日：1,834,800,000港元），相等於每股約為
0.092港元。本集團以旗下核心企業中企動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企動力」）為經
營主體開展企業 IT應用服務業務，所以本集團營業額及溢利淨額的變化亦主要受中
企動力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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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業務回顧（續）

本集團之營業額未能實現同期比較增長的主要原因包括兩方面：

一、 中企動力的主要目標客戶群體 — 中小企業，特別是佔業務份額最大的製造型
企業，對其 IT投入仍趨於保守態度。在市場需求增長乏力背景下，中企動力
原有產品面臨的市場競爭也進一步加劇，導致銷售收入同期比較出現了輕微
下滑。

二、 中企動力的新產品 — 移動平台仍處於市場培育期，業績貢獻未能顯現。此
外，為了達到行業領先的目標，中企動力在電子商務及雲計算等新業務領域
作出了有關的決策和投資，但有關的新產品仍處於前期開發階段，需要繼續
投入大量資源，期望明年推出市場。

本集團之虧損淨額同期比較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中企動力在運營優化和成本控
制兩方面均取得顯著成效。

首先，中企動力在去年變革的基礎上，重新整理和構建了分公司銷售模式和組織架
構；繼續精簡區域管理職能以及優化總部市場營銷體系。銷售部門架構及銷售人員
的優化精簡，降低了銷售及提供服務的成本。其次，中企動力上半年還開展了各項
行政活動費用的節約行動，中企動力總公司本部及銷售分公司的行政開支與去年
同期比較亦有明顯下降。

此外，中企動力對業務和客戶服務管理進行了優化與重組；並推行了新的業務管理
系統。這些運營及技術平台變革措施，對本集團營運效率有了較大提升，也降低了
服務成本和經營開支。



14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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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30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資產淨值約為1,835,500,000港元（2012年12月31日：1,834,800,000港元），包
括現金及銀行結存約為26,500,000港元（2012年12月31日：16,600,000港元），
主要以人民幣及港元為單位。於2013年6月30日，本集團之借貸總額約為
235,500,000港元（2012年12月31日：247,800,000港元），其中約25,600,000港
元（2012年12月31日：36,400,000港元）乃按固定利率計息，而約209,900,000港
元（2012年12月31日：211,400,000港元）則按浮動利率計息。

本集團於2013年6月30日之資本承擔約為120,100,000港元，將用作企業 IT應用
服務總部之建築工程費用。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即負債淨額除以已調整之資本
加以負債淨額，於2013年6月30日約為10%（2012年12月31日：11%）。

本集團於2013年6月30日之或然負債約為72,800,000港元，乃就信貸融資提供之
擔保所致。

於2013年6月30日，按若干租賃土地權益、在建工程、樓宇、應收貿易款項及無
形資產之賬面淨值總額約為524,900,000港元，已質押作為本集團信貸融資之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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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中國經濟持續增長致使人民幣將繼續升值。本集團所錄之資產、負債以
及業績可能亦會受人民幣匯率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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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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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員工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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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休假等。員工可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並按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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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30日，本集團約有5,487
名員工（2012年6月30日：7,075名）。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6個月，員工之薪
金及津貼共約209,200,000港元（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個月：282,200,000港元）。

展望

本集團將繼續專注拓展企業 IT應用服務業務。2013年下半年，本集團將在電子商
務業務領域進行持續投入，繼續保持較大力度的新產品研發和運營基礎平台建設
投資，特別是移動商務產品研發及雲計算技術運營基礎設施建設，以提升本集團長
期核心競爭力。其次，本集團將持續加大自主研發產品的銷售力度，提升其整體業
務拓展能力，提高業績貢獻度。同時，本集團還將進一步促進內部資源的整合，提
升營運效率，以鞏固上半年虧損收窄的成果，並力爭全年實現扭虧為盈。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概無購買、出售或
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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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公司董事會認為，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內，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
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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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
司董事會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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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所有非執
行董事須受輪值退任規定所規限。因此，本公司董事會認為，已採取足夠措施確保
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實務不低於企業管治守則所訂之標準。

守則條文A.5.1訂明，提名委員會成員須以獨立非執行董事佔大多數。

於黃耀文先生（「黃先生」）辭任後，本公司提名委員會的獨立非執行董事成員已少
於大多數，本公司董事會將由黃先生辭任日期起計三個月內盡快物色合適人選以
填補空缺。

證券交易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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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
月30日止6個月期間內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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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包括本公司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江平教授及馮榮立先生。審核委員會
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準則及實務、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6個月
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並檢討財務監控、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制度事宜。

發佈中期業績及報告

此業績公告刊載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www.hkex.com.hk)及本公司 
(www.sino-i.com)網站。載有上市規則規定之全部資料之中期報告將寄發予本公司
股東，並將於稍後在相同網站上刊登。

承董事會命
中國數碼信息有限公司

主席
于品海

香港，2013年8月30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包括如下：

執行董事： 非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于品海先生 王鋼先生 江平教授
陳丹女士 林秉軍先生 馮榮立先生
劉榮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