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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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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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本集團」）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6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2014
年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 未經審核
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6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5年 2014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5(a) 395,449 376,570
銷售及提供服務之成本 (60,242) (72,327)  

毛利 335,207 304,243
其他經營收入 5(b) 63,616 62,888
出售及解散附屬公司之虧損 – (7,645)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271,335) (208,617)
行政開支 (44,464) (87,826)
其他經營開支 (59,163) (74,297)
融資成本 (10,134) (8,821)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業績 – –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6 13,727 (20,075)
所得稅開支 7 (6,934) (7,681)  

期內溢利╱（虧損） 6,793 (27,756)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7,801 (26,294)
非控股權益 (1,008) (1,462) 

 

期內溢利╱（虧損） 6,793 (27,756)  

港仙 港仙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之
 每股盈利╱（虧損）
基本 8(a) 0.039 (0.132)  

攤薄 8(b)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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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報表 — 未經審核
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6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5年 2014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虧損） 6,793 (27,756)

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賬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之匯兌差額 (5,553) (11,847)
於出售及解散附屬公司時重新分類之匯兌差額 – 12,371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240 (27,232)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395 (25,110)
非控股權益 (1,155) (2,122)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240 (27,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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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2015年6月30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2015年

6月30日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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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7,875 637,794
經營租賃下之預付土地租賃費 26,226 26,532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 –
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 324 324
商譽 84,791 84,864
其他無形資產 68,352 55,936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735 735
向最終控股公司貸款 1,317,438 1,466,005  

2,135,741 2,272,190  

流動資產
應收貿易款項 9 74,986 19,462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291,885 205,706
超過三個月到期之定期存款 – 625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50,478 58,073  

417,349 283,866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 10 87,186 46,942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37,130 284,468
遞延收入 13,563 11,962
稅項撥備 111,685 104,184
欠一名董事款項 8,050 7,858
欠一名股東款項 1 1
欠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5,501 5,499
有抵押銀行借貸 303,208 313,547
融資租賃負債 379 431  

766,703 774,892  

流動負債淨額 (349,354) (491,02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786,387 1,78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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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2015年

6月30日
2014年

12月31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負債 590 756
欠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41,676 37,018
遞延稅項負債 8,397 8,906  

50,663 46,680  

資產淨值 1,735,724 1,734,484
  

權益

股本 11 240,597 240,597
儲備 1,470,743 1,468,34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711,340 1,708,945
非控股權益 24,384 25,539  

權益總額 1,735,724 1,734,484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續）
於2015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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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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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聯交所」）主板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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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股份於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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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28日
獲董事會批准及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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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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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覽。

儘管本集團於2015年6月30日錄得流動負債淨額349,354,000港元，惟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乃根據持續經營基準編製，即假設可於日常業務過程中變現資產及償還負債。董事會認為，
基於以下原因，本集團於可見將來將有足夠資源應付其營運資金及其他資金需求：(i)董
事會預計於未來十二個月本集團可自業務產生正現金流；及 (ii)已抵押約636,564,000港元
之租賃土地及樓宇以及在建工程以取得現有信貸融資，董事會認為本集團將能夠更新到
期之該等信貸融資。

考慮到上述各項，董事會認為本集團將有充足現金資源應付其未來營運資金及其他資金
需求。因此，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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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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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若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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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1月1日開始之年度期間之本集團財務報表生效之修訂本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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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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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本） 2010–2012年周期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2011–2013年周期年度改進

採納上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對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呈報金額及╱或所載
披露概無重大影響。

下列可能與本集團財務報表有關之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已頒佈，惟尚未生效
亦未經本集團提早採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2012–2014年周期年度改進 1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披露計劃 1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之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之權益法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2014年） 金融工具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益 2

1 於2016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2017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2018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集團正在評估此等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潛在影響，故董事尚未能確定本
集團會計政策及財務報表所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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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6個月

4. 分部資料

董事會確認企業 IT應用服務乃彼等就決定資源分配及表現評審所作內部報告中唯一業
務組成部分。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5年 2014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呈報分部收入 395,449 376,570
  

可呈報分部業績 (24,707) (57,183)

銀行利息收入 1 2

其他利息收入 50,920 50,867

折舊及攤銷 (247) (67)

出售及解散附屬公司之虧損 – (7,645)

融資成本 (2) (1)

未分配企業開支 (12,238) (6,048)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13,727 (20,075)
  

（未經審核） （經審核）
2015年

6月30日
2014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呈報分部資產 1,195,369 1,004,425
  

可呈報分部負債 622,426 645,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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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6個月

5. 收入及其他經營收入 — 未經審核

(a) 這指來自企業 IT應用服務之收入。

(b) 其他經營收入：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5年 2014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189 375

其他利息收入 50,920 50,867

租金收入 6,203 5,932

政府撥款 5,621 5,203

雜項收入 683 511
  

63,616 62,888
  

6.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5年 2014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乃經扣除下列各項後得出：
除商譽外之無形資產攤銷 4,901 12,724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 自置資產 23,321 27,012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 租賃資產 224 128

經營租賃下之預付土地租賃費 276 278

物業、廠房及設備撇銷 51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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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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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2014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即期稅項支出
 — 香港利得稅 5,500 5,759

 —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1,932 1,922
  

7,432 7,681

遞延稅項 (498) –
  

所得稅開支 6,934 7,681
  

截至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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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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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30日止6個月：25%）之稅率作出中國企業所得稅撥備。

若 干 位 於 北 京 經 濟 技 術 開 發 區 之 附 屬 公 司，可 享 有15%（截 至2014年6月30日 止6個 月：
15%）之中國企業所得稅優惠稅率。

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6個月，本集團一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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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每股盈利╱（虧損）— 未經審核

(a) 每股基本盈利（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6個月：每股虧損）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
溢利7,801,000港元（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6個月：虧損26,294,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
通股19,914,504,877股（截至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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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30日及2014年6

月30日止6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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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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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2014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90日 64,450 17,200

91–180日 4,018 114

181–270日 5,299 4,406

271–360日 96 1,009

超過360日 19,621 15,256
  

應收貿易款項毛額 93,484 37,985

減：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18,498) (18,523)
  

應收貿易款項淨額 74,986 19,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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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2014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90日 67,796 34,849

91–180日 3,711 1,668

181–270日 4,299 1,497

271–360日 1,537 158

超過360日 9,843 8,770
  

87,186 46,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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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6個月

11. 股本

（未經審核） （經審核）
2015年6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股份數目 千港元 股份數目 千港元

法定：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於期╱年初 – – 30,000,000,000 300,000

於2014年3月3日廢除法定股本概念
 （附註） – – (30,000,000,000) (300,000)

    

於期╱年終 – – – –
    

已發行及繳足普通股：
於期╱年初 19,914,504,877 240,597 19,914,504,877 199,145

於2014年3月3日轉撥自股份溢價及
 資本贖回儲備（附註） – – – 41,452

    

於期╱年終 19,914,504,877 240,597 19,914,504,877 240,597
    

附註：

香港法例第622章《公司條例》（「條例」）於2014年3月3日生效。根據條例第135條，一間公司
之股份並無面值。因此，法定股本概念被廢除。無面值制度適用於本公司。根據條例之過
渡條文，股份溢價及資本贖回儲備之進賬額於2014年3月3日起成為本公司股本一部分。
自2014年3月3日起，動用股本受條例第149條規管。然而，自2014年3月3日起，應用轉撥自
股份溢價之金額受條例附表11第38條之過渡條文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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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發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6個月之中期股息（2014年6月30日：無）。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期內，本集團繼續以旗下核心企業中企動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企動力」）
及北京新網數碼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新網」）為經營主體開展其企業 IT應用服
務業務。期內，本集團之營業額約為395,400,000港元（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6個月：
376,6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比較增長約5.0%，主要為中企動力收入增長所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淨額約為7,800,000港元（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6個月：
虧損淨額26,300,000港元）。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資產淨值約為1,711,300,000港元（2014
年12月31日：1,708,900,000港元），相等於每股價值約為0.086港元（2014年12月31日：
0.086港元）。

期內，中企動力繼續專注於為中小企業提供 IT應用服務，對其網站建設、企業
通訊等傳統業務進行深耕細作，在企業自主電子商務平台開發及其相關應用
服務領域，加大網絡增值服務產品的研發和市場開拓，當期營業收入較去年
同期略有增長。為繼續培育中小企業市場，中企動力將加大新產品的研發和
推廣，2015年下半年，中企動力將陸續推出部分行業電子商務解決方案，目前
正處於市場測試和功能完善階段，力爭年內實現正式推出市場。

基於多份架構協議，儘管新網股權之實益擁有權尚未轉交本公司，惟根據條例，
新網被視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此外，架構協議並無違反中國任何現行法例、
規則及法規。中國商務部已於2015年1月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投資法》草案（「草
案」）頒佈《草案徵求意見稿》。根據草案其中一節，外商投資於《限制實施目錄》
項下任何業務須向中國國務院外資投資主管部門申請許可。截至目前該草案
仍在討論過程中，尚未有明確的立法時間表。如生效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
國投資法》保留這一條款，該許可申請也被視為一項行政程序而非禁止性門檻。
未能取得許可之機會不大。除申請上述許可外，草案並無表明任何合約安排
項下合約（包括以上提及的架構協議）將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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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業務回顧（續）

期內，新網整體發展符合預期，各業務不斷擴寬產品系列及服務內容，域名
類業務除現有的域名註冊服務外，亦增加了域名交易等服務。此外，新網存
儲業務推出適用企業建站的「馳雲服務器」系列產品，並提供各類建站應用軟
件下載及安裝，以及在後期將增加更多的應用類服務。隨著資本市場及國內
互聯網巨頭開始重視中小企業的信息化服務，基礎應用服務廠商合併風潮湧現，
因此網站、域名及伺服器等業務競爭日益劇烈。新網除了保持基礎業務穩定
增長，還將積極開闢針對中小企業細分產品和服務的互聯網應用及服務市場。
繼續加大投入力度後，雲計算業務已突破部分技術瓶頸，與雲計算相關的產
品有望在下半年推出市場。

期內，企業 IT應用服務分部之經營虧損較同期有所減少，其原因為產品銷售
策略作出了調整，使到毛利率較高的產品的銷售佔比增加，毛利有所增加。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率

本集團繼續採取審慎之資金及財務政策。於2015年6月30日，本公司擁有人應
佔資產淨值約為1,711,300,000港元（2014年12月31日：1,708,900,000港元），包括現
金及銀行結存約為50,500,000港元（2014年12月31日：58,700,000港元），主要以人
民幣及港元為單位。於2015年6月 30日，本集團之借貸總額約為304,200,000港元
（2014年12月31日：314,700,000港 元），其 中 約169,400,000港 元（2014年12月31日：
294,700,000港 元）乃 按 固 定 利 率 計 息，而 約134,800,000港 元（2014年12月31日：
20,000,000港元）則按浮動利率計息。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即負債淨額（借貸
總額減現金及銀行結存）除以權益總額加以負債淨額，於2015年6月30日約為
12.75%（2014年12月31日：12.86%）。

於2015年6月30日，本集團之資本承擔約為84,900,000港元，將用於企業 IT應用
服務總部之建築工程費用。

於2015年6月30日，本集團之或然負債約為49,500,000港元，乃就信貸融資提供
之擔保所致。

於2015年6月30日，按若干租賃土地權益、在建工程、樓宇及無形資產之賬面
淨值總額約為640,400,000港元，已質押作為本集團信貸融資之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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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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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人民幣匯率會有波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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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員及薪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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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醫療保險及團體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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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30日，本集團
約有6,254名員工（2014年6月30日：6,590名）。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6個月，員工
之薪金及津貼共約為307,600,000港元（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6個月：293,000,000
港元）。

展望

本集團對於國內企業自主電子商務平台開發及其相關應用服務領域仍然維持
樂觀的看法，並預計未來該領域擁有良好發展前景和巨大市場空間。因此，
本集團將繼續致力於這一市場的耕耘和發展。隨著 IT服務領域技術和市場的
變化，本集團將盡力做出及時的產品和銷售策略調整，並通過加快行業電子
商務解決方案、域名交易平台等新產品、新服務的研發和推廣，更準確的把
握市場需求。通過雲計算技術研發和產品持續改進優化，不但可滿足市場更
多需求，更能提升本集團核心競爭力，從而鞏固本集團在企業 IT應用服務行
業中的地位和影響力。此外，本集團通過加強營銷體系的建設，以獲得更廣
泛市場。進一步運營流程優化及信息化平台建設，有助提升運營服務質量和
改善經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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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30日止6個月內概無購買、出售或
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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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董事會認為，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6個月內，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
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企業管治守則」），惟下列所述偏差
除外：

企業管治守則條文A.2.1訂明主席及行政總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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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治守則條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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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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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券交易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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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30日止6個月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標準守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包括本公司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江平教授、
胡濱先生及馮榮立先生。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準
則及實務、截至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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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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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中期業績及報告

本 業 績 公 告 刊 載 於 香 港 聯 交 所 網 站 (www.hkexnews.hk)及 本 公 司 網 站
(www.sino-i.com)。載有上市規則規定之全部資料之2015年度中期報告將寄發予
本公司股東，並將於稍後在香港聯交所及本公司各自的網站登載。

承董事會命
中國數碼信息有限公司

主席
于品海

香港，2015年8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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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濱先生
劉榮女士 馮榮立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