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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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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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30日止6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2015
年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 未經審核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6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6年 2015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收入 5(a) 403,459 395,449
銷售及提供服務之成本 (68,653) (60,242)

  

毛利 334,806 335,207
其他經營收入 5(b) 68,382 63,616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271,851) (273,612)
行政開支 (40,102) (42,187)
其他經營開支 (68,536) (59,163)
融資成本 (6,561) (10,134)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業績 (578) –

  

除所得稅前溢利 6 15,560 13,727
所得稅開支 7 (7,333) (6,934)

  

期內溢利 8,227 6,793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9,181 7,801
非控股權益 (954) (1,008)

  

期內溢利 8,227 6,793
  

港仙 港仙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之每股盈利
基本 9(a) 0.046 0.039

  

攤薄 9(b) 0.046 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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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報表 — 未經審核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6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6年 2015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 8,227 6,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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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03) (5,553)
換算投資一間聯營公司之匯兌差額 (49) –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475 1,240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896 2,395
非控股權益 (1,421) (1,155)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475 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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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2016年6月30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2016年

6月30日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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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7,290 610,987
經營租賃下之預付土地租賃費 24,040 24,818
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 324 324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7,482 8,109
商譽 80,661 81,961
其他無形資產 66,559 63,249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614 703
向最終控股公司貸款 – 1,370,557

  

776,970 2,160,708
  

流動資產
應收貿易款項 10 52,213 67,687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50,299 206,884
向最終控股公司貸款 1,422,810 –
超過三個月到期之定期存款 – 12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10,731 128,423

  

1,736,053 403,006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 11 68,028 72,626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64,984 67,156
預收款項及遞延收入 185,658 179,094
稅項撥備 124,179 116,779
欠一名董事款項 10,630 14,898
欠一名股東款項 – 1
欠聯營公司款項 5,499 9,677
有抵押銀行貸款 223,144 245,821
融資租賃負債 343 336

  

682,465 706,388
  

流動資產╱（負債）淨額 1,053,588 (303,382)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830,558 1,857,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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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2016年

6月30日
2015年

12月31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負債 247 421
欠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58,073 85,517
遞延稅項負債 6,929 7,554

  

65,249 93,492
  

資產淨值 1,765,309 1,763,834
  

權益

股本 12 240,597 240,597
儲備 1,503,528 1,500,63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744,125 1,741,229
非控股權益 21,184 22,605

  

權益總額 1,765,309 1,763,834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續）
於2016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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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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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香港新界荃灣沙咀道6號嘉達環球中心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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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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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覽。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財務資料作為比較資料載入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該等
資料並不構成該年度本公司之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但源自該等財務報表。有關須根
據香港法例第622章香港公司條例（「公司條例」）第436條予以披露之法定財務報表之進一
步資料如下：

按照公司條例第662(3)條及附表6第3條之規定，本公司已向公司註冊處遞交截至2015年12

月31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

本公司核數師已就該等財務報表出具報告。核數師報告為無保留意見，並無載有核數師
於其報告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情況下，提請注意任何引述之強調事項，並不載有根據公司
條例第406(2)、407(2)或 (3)條作出之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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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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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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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

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載者一致。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若干於本集團本期間首次生效或可提早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
集團本會計期間及過往會計期間之業績或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應用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任何新訂準則或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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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2015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呈報分部收入 403,459 395,449
  

可呈報分部除所得稅前虧損 (24,754) (24,707)
銀行利息收入 2 1
其他利息收入 54,033 50,920
折舊及攤銷 (1,471) (247)
融資成本 (2) (2)
未分配企業開支 (12,248) (12,238)

  

除所得稅前溢利 15,560 13,727
  

（未經審核） （經審核）
2016年

6月30日
2015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呈報分部資產 1,076,597 1,122,300
  

可呈報分部負債 525,150 560,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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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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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2015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280 189
其他利息收入 54,033 50,920
政府撥款 241 268
租金收入 6,235 6,203
增值稅退款 4,582 5,353
長期未償還應付款項及預收款項撇銷 1,979 –
雜項收入 1,032 683

  

68,382 63,616
  

6. 除所得稅前溢利 —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6年 2015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所得稅前溢利乃經扣除下列各項後得出：
除商譽外之無形資產攤銷 4,677 4,90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 自置資產 24,180 23,32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 租賃資產 224 224

經營租賃下之預付土地租賃費 263 276

物業、廠房及設備撇銷 70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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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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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2015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即期稅項支出
 — 香港利得稅 5,724 5,500

 —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2,083 1,932
  

7,807 7,432

遞延稅項 (474) (498)
  

所得稅開支 7,333 6,934
  

截至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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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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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30日止6個月：25%）之稅率作出中國企業所得稅撥備。

8. 中期股息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6個月並無派付或宣派任何股息（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6個月：無）。

9. 每股盈利 — 未經審核

(a)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9,181,000港元（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6

個月：7,801,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19,914,504,877股（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6個月：
19,914,504,877股）計算。

(b) 由於兩個期間內並無具潛在攤薄影響的已發行普通股，故該等期間之每股攤薄盈利
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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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6個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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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6月30日
2015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90日 43,789 61,027

91–180日 2,181 1,848

181–270日 1,362 3,371

271–360日 801 1,009

超過360日 24,864 21,955
  

應收貿易款項毛額 72,997 89,210

減：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20,784) (21,523)
  

應收貿易款項淨額 52,213 67,687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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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6月30日
2015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90日 53,622 57,656

91–180日 2,041 3,004

181–270日 1,087 2,477

271–360日 418 932

超過360日 10,860 8,557
  

68,028 72,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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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6個月

12. 股本

（未經審核） （經審核）
2016年6月30日 2015年12月31日

股份數目 千港元 股份數目 千港元

已發行及繳足：
於期╱年初及於期／年終 19,914,504,877 240,597 19,914,504,877 240,597

    

13. 比較數據

若干比較數據已予以調整，以與本期間呈報之變動一致。

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6個月之簡明綜合收益表之比較數據已作變動，以符合本期間簡明
綜合收益表之呈報方式，分公司相關開支約2,277,000港元已由「行政開支」重新分類至「銷
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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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雖然目前互聯網已經進入千家萬戶和每一個企業的經營過程，但是由人民網
及工業和信息化部電子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在2016年第一季度聯合發佈的《中
小企業互聯網+指數報告》顯示，中國中小企業「互聯網+」指數為32.1，處於「互
聯網+」基本應用階段，即距離發達國家還有較大差距，尤其薄弱的是技術研發、
商務運營和數據管理的能力。而中國政府從政策層面提出的「互聯網+戰略」
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核心便是讓傳統企業與新興的互聯網和電子商務
相結合，為國民經濟的發展帶來新的動力。由此帶來的，便是傳統企業的互
聯網轉型。在政策的刺激作用下，中小企業也在不斷加深對信息化的作用和
價值的認識，加深對信息化的嘗試和應用的程度，面向企業信息化的 IT應用
服務業務已經開始展現出加速發展的趨勢。

本集團始終堅持面向中國的中小企業提供 IT應用服務、推進其信息化進程。
通過長期不懈的努力，本集團已經成功建立了業內首屈一指的全國性的商務
和服務網絡，有效解決了服務商到企業客戶的「最後一公里」的問題。同時，在
產品發展上，本集團也進行了長期的探索和推進，成功推出了一系列業內領
先的電子商務產品。

期內，本公司繼續深耕於企業 IT應用服務業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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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面向中國的中小企業及個人客戶提供全方位的互聯網基礎服務、
電子商務和信息化應用服務及整體解決方案。期內，本集團之營業額約為
403,500,000港元（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6個月：395,400,000港元），同比增長約2.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淨額約為9,200,000港元（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6個月：
7,8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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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業務回顧（續）

中企動力基於為中國中小企業服務16年的經驗，為其搭建了運營級的企業電
子商務和信息化產品體系，建立了龐大的商務和服務網絡，按照「互聯網+的
規劃和諮詢 — 搭建互聯網平台 — 網絡營銷推廣 — 全方位的企業服務和實戰
指導 — 客戶和數據管理」這樣的商業邏輯，為其提供一條龍式的整體的企業
信息化解決方案。期內，中企動力繼續在全國各地建立直屬分支機構，提升
本地化的服務能力，尤其是對中小企業來說至為關鍵的「最後一公里」的服務
能力，以期提供更貼近用戶的服務。與此同時，中企動力在新產品的研發方面，
更加偏重了對不同行業、不同階段客戶需求的考慮，力爭在中小企業經營或
某些細分的行業領域中，為其提供可以滿足其需求的特定產品。

期內，新網繼續通過在線直銷與遍佈全國的代理商渠道，繼續面向中國中小
企業開展域名註冊、雲計算、協同通訊等互聯網基礎服務，並積極拓展各類
應用及增值服務。其於2016年1月正式推出了新網域名交易平台，並陸續在平
台上推出一口價交易、批量註冊等服務，受到了業內的普遍關注和認可。於
2016年6月，推出了戰略級郵箱產品 — 「全球郵」，「全球郵」延續了新網企業郵
箱一貫的性能優勢，並著重優化移動辦公體驗，傾力打造全新一代辦公利器。
此外，在網站建設領域，新網擬於2016年下半年推出建站平台，為中小企業自
主建站提供更便利的服務。

展望

本集團管理層認為，中國的中小企業未來將持續加大信息化的投入，雖然這
仍需要一定的市場培育和推廣的時間，但企業級 IT應用服務業務將會擁有廣
闊的市場機遇。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繼續不斷提升自己的地面服務能力，對
中小企業的需求、問題進行快速響應，及時的解決，同時全面提升運營支撑
能力和在線服務能力。通過讓在線服務和本地化服務雙軌運行，使得本集團
的服務更加貼近中小企業的需求。在產品研發方面，導入「平台+」的戰略，以
SaaS產品模型與開放平台技術做支撑，承載可擴展的應用中心與服務中心，
快速響應不同的行業需求。此外，本集團還將加大對大數據中心、自動化運
維平台、雲計算平台的資本投入，全面提升核心技術能力，進一步優化產品
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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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財務資源及流動資金

本集團繼續採取審慎之資金及財務政策。於2016年6月30日，本公司擁有人應
佔資產淨值約1,744,100,000港元（2015年12月31日：1,741,200,000港元），包括現金
及銀行結存約為110,700,000港元（2015年12月31日：128,400,000港元），主要以人
民幣及港元為單位。於2016年6月30日，本集團之借貸總額約為223,700,000港元
（2015年12月31日：246,600,000港 元 ）， 其 中 約47,200,000港 元（2015年12月31日：
108,100,000港 元）乃 按 固 定 利 率 計 息，而 約176,500,000港 元（2015年12月31日：
138,5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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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權益總額加負債淨額，於2016年6月30日約為6.02%
（2015年12月31日：6.28%）。本集團目前並無任何利率對沖政策。

於2016年6月30日，本集團之資本承擔約為52,600,000港元，乃用作企業 IT應用
服務總部之翻新工程。

於2016年6月30日，本集團之或然負債約為18,200,000港元，乃就信貸融資提供
之擔保所致。

於2016年6月30日，賬面淨值總額約576,000,000港元之經營租賃之預付土地租
賃費及樓宇之若干權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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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人民幣匯率將有波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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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儘管人民幣匯率波動風險並無對本集團有
重大影響，本集團仍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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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目前並無對沖外匯風險。

僱員及薪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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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30日，
本集團約有6,517名員工（2015年6月30日：6,254名）。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6個月，
員 工 之 薪 金 及 津 貼 共 約 為303,400,000港 元（ 截 至2015年6月30日 止6個 月：
307,6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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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僱員及薪酬政策（續）

本集團注重對員工技能和素質的培訓，針對不同崗位的需求，對員工進行崗
位能力的培訓；在員工素質方面，對個人工作態度及工作習慣等方面也進行
相應的培訓。

報告期後事項

截止本公告日期，並無任何重大報告期後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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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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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發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6個月之中期股息（2015年6月30日：無）。

企業管治

董事會認為，截至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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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非所有本公司非執行董事按特定任期委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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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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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續）

根 據 上 市規則第3.10(1)、3.10A、3.21及3.25條及企業管治守則條文A.5.1，(i)董
事會必須至少有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ii)董事會中獨立非執行董事人數必須
佔董事會成員人數至少三分之一；(iii)審核委員會至少要有三名成員，其中至
少一名為具備合適專業資格或會計或相關財務管理專長之獨立非執行董事；(iv)
薪酬委員會必須由獨立非執行董事出任主席及 (v)提名委員會必須由董事會
主席或獨立非執行董事出任主席。

胡濱先生於2016年2月3日起辭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薪酬委員會主席、
審核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成員。於2016年4月27日，本公司委任肖遂寧先生為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薪酬委員會主席、審核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成員。
由於本公司未能即時物色合適人選，以填補胡濱先生辭任後出現之空缺，本
公司於2016年2月3日至2016年4月26日期間未能符合上市規則第3.10(1)、3.10A、
3.21及3.25條及企業管治守則條文A.5.1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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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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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榮立先生及肖遂寧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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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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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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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25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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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遂寧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