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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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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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代號：250）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中國數碼信息有限公司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
之未經審核年度業績公告

業績

中國數碼信息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未經審核年度業績，
該年度業績乃基於本公司之未經審核綜合管理帳目，連同截至2020年12

月31日止年度之可比較經審核數字。

根據本公告「審閱未經審核年度業績」一段所述之原因，本集團截至2021

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業績的審核程序尚未完成，本公司無法根據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49條於2022年3月
31日或之前刊發經本公司核數師同意的年度業績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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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

2021年 2020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收益 4(a) 1,016,061 972,139

銷售及提供服務之成本 (193,145) (153,988)
  

毛利 822,916 818,151

其他經營收入 4(b) 127,073 135,024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715,690) (526,526)

行政開支 (75,808) (67,775)

其他經營開支 (247,657) (225,807)

金融資產之預期信貸虧損 (4,820) (8,693)

融資成本 6 (8,654) (5,575)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3,133) (599)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減值 – (2,598)
  

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7 (105,773) 115,602

所得稅開支 8 (2,187) (4,58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
 （虧損）╱溢利 (107,960) 111,014

  

港仙 港仙

年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每股（虧損）╱盈利 10
— 基本 (0.54) 0.56

  

— 攤薄 (0.54)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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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報表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年內（虧損）╱溢利 (107,960) 1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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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59 3,541

換算聯營公司之權益之匯兌差額 420 789
  

6,179 4,33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101,781) 115,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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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2021年12月31日

2021年 2020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5,573 95,821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
 之金融資產 324 324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23,806 22,961
商譽 410,928 79,515
其他無形資產 545,001 75,248
向直接控股公司貸款 1,146,841 –

  

2,222,473 273,869
  

流動資產
應收貿易款項 11 56,168 36,303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14,144 198,092
應收直接控股公司款項 13,866 –
向直接控股公司貸款 – 1,504,957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92,698 265,080

  

276,876 2,004,432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 12 37,084 32,493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35,949 88,698
應付股息 13,400 13,400
合約負債 428,242 274,694
稅項撥備 180,020 173,922
欠一名董事款項 532 532
欠直接控股公司款項 – 16,683
欠聯營公司款項 4,281 2,944
欠關連公司款項 2,522 –
有抵押銀行借貸 122,399 37,200
其他僱員福利 8,032 24,383
租賃負債 22,824 23,983

  

955,285 688,932
  

流動（負債）╱資產淨值 (678,409) 1,315,50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544,064 1,589,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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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續 )
於2021年12月31日

2021年 2020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其他僱員福利 2,931 5,771
租賃負債 24,151 24,238
保修撥備 2,517 –
遞延稅項負債 57,522 2,771

  

87,121 32,780
  

資產淨值 1,456,943 1,556,589
  

權益

股本 13 240,597 240,597
儲備 1,216,346 1,315,992

  

權益總額 1,456,943 1,556,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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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為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以香港為註冊地。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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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

本公司之直接控股公司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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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股份於香港聯交所上市。本公
司董事認為，本公司最終控股公司為大地控股有限公司，大地控股有限公司為於香
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本集團主要從事提供企業雲服務及數字商業及信息技術服務。

2. 編製基準

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適用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
計準則」）及詮釋以及香港公司條例而編製。此外，財務報表包括上市規則規定之適
用披露資料。

本初步年度業績公告所載有關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未經審核財務資料及
有關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於該等年度的法定年
度綜合財務報表，惟就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而言，乃衍生自該等財務報表。
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436條須予披露有關該等法定財務報表之進一步資料載列如下：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尚未由本公司核數師作出報告，並將於適當
時候呈交予公司註冊處處長。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核數師尚未就該等財務報表
作出報告。

本公司按照香港公司條例第662(3)條及附表6第3部的要求，已向公司註冊處處長遞
交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

本公司核數師已就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該等財務報表作出報告。該核數師
報告並無保留意見；並無載有核數師在不對其報告出具保留意見之情況下，以強調
的方式提請使用者注意的任何事項；亦不載有根據公司條例第406(2)、407(2)或 (3)條
作出的陳述。

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若干金融資
產除外。

儘管本集團於2021年12月31日的流動負債淨額約為678,409,000港元，惟財務報表仍
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即假設於日常業務過程中變現資產及清償負債。經審閱本集
團自報告日期起計未來12個月的現金流量預測後，董事會認為，基於本集團能夠於
2022年產生正經營現金流量，本集團將有足夠資源以於可預見未來滿足其營運資
金及其他融資需求。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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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

3.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3.1 採納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 於2021年1月1日生效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與本集團於2021年1
月1日開始之年度期間之綜合財務報表有關及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6號之修訂

利率基準改革 — 第2階段

此外，本集團選擇於2021年1月1日提早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之修
訂「2021年6月30日後之2019新型冠狀病毒相關租金優惠」。此項修訂為承租人於
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時間提供實際寬減，並於2021年4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
度報告期間生效。

採納該等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3.2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下列可能與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有關之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已經
頒佈，惟尚未生效亦未經本集團提早採納。本集團目前擬於該等變動生效當日
應用該等變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2018年至2020年之年度改進

年度改進項目 1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及香港詮釋
 第5號（2020年）之相關修訂 2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實務報告第2號之修訂

會計政策之披露 2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之修訂 會計估計之定義 2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 與單一交易產生之資產及負債有關之
 遞延稅項 2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之修訂 物業、廠房及設備 — 擬定用途前之所得款項 1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之修訂 虧損性合約— 履行合約之成本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 概念框架之提述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之
 資產出售或注資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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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

3.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3.2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1 於2022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2023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該等修訂須按未來適用法應用於待定日期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內發生

之資產出售或注資。
4 對收購日期為於2022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首個年度期間開始當日或之後

的業務合併生效。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該等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將不會對本集團
的綜合財務表現及狀況及╱或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的披露構成重大影響。

4. 收益及其他經營收入

(a) 收益

企業雲服務
數字商業及
信息技術服務 總計

2021年 2020年 2021年 2020年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範圍內之客戶合約收益
— 捆綁服務 732,781 809,961 – – 732,781 809,961
— 互聯網基礎服務 161,376 78,086 – – 161,376 78,086
— 企業雲服務 65,691 72,388 – – 65,691 72,388
— 影院票務管理
   系統作為服務 – – 43,005 – 43,005 –
— 廣告收入 12,160 11,704 – – 12,160 11,704      

972,008 972,139 43,005 – 1,015,013 972,139

其他來源收益
— 租賃投影設備 – – 1,048 – 1,048 –      

972,008 972,139 44,053 – 1,016,061 972,139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下之收益確認時間
— 於某一時間點 32,315 57,591 – – 32,315 57,591
— 隨時間轉移 939,693 914,548 43,005 – 982,698 914,548      

972,008 972,139 43,005 – 1,015,013 97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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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

4. 收益及其他經營收入（續）

(a) 收益（續）

下表提供來自客戶合約之應收貿易款項及合約負債之資料：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款項（附註11） 56,168 36,303

合約負債 428,242 274,694
  

於2021年12月31日，分配至本集團現有合約項下餘下履約責任之交易價格總額
約為428,242,000港元（2020年：274,694,000港元）。此金額指預期於日後自企業雲
服務及票務管理系統服務已完成合約確認之收益。本集團日後將於付運貨物
或提供服務時確認收益。

(b) 其他經營收入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銀行利息收入 514 539

按攤銷成本計量之金融資產之
 其他利息收入 99,395 107,869

政府撥款（附註） 3,386 390

增值稅退款 21,941 20,783

2019新型冠狀病毒相關租金優惠 – 1,484

雜項收入 1,837 3,959
  

127,073 135,024
  

附註： 該等款項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資助 IT業務發展獲授之補貼，享有
有關款項之權利為無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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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

5. 分部資料

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已識別為執行董事。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呈報資
料乃為根據本集團業務分部進行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部表現而進行。

附註14所述業務合併於2021年7月26日完成後，本集團管理層一直尋求機會從事向
中國企業提供數字商業及信息技術服務，主要營運決策者將有關業務視為新經營
及可呈報分部。為與向本集團大部分高級執行管理人員就進行資源分配及表現評
估所作內部資料呈報之方式一致，本集團已於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綜合財
務報表內呈列兩個可呈報分部 —「企業雲服務」及「數字商業及信息技術服務」。

企業雲服務
數字商業及
信息技術服務 可呈報分部總額

2021年 2020年 2021年 2020年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可呈報分部收益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972,008 972,139 44,053 – 1,016,061 972,139
分部間收益 – – 22,737 – 22,737 –

      

972,008 972,139 66,790 – 1,038,798 972,139
      

可呈報分部所得稅前
 （虧損）╱溢利 (163,292) 43,448 (17,211) – (180,503) 43,448
銀行利息收入 72 65
按攤銷成本計量之金融資產之
 其他利息收入 99,395 107,869
自置資產折舊 (33) (128)
使用權資產折舊 – (1,552)
匯兌虧損淨額 (10,306) (23,419)
融資成本 – (31)
未分配企業開支 (14,398) (10,650)

  

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105,773) 115,602
  

可呈報分部資產 477,645 728,126 842,828 – 1,320,473 728,126
向直接控股公司貸款 1,146,841 1,504,957
應收直接控股公司款項 13,866 –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6,993 42,398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
 之金融資產 324 324
其他金融及企業資產 852 2,496

  

集團資產 2,499,349 2,278,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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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

5. 分部資料（續）

企業雲服務
數字商業及
信息技術服務 可呈報分部總額

2021年 2020年 2021年 2020年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可呈報分部負債 709,437 502,257 69,026 – 778,463 502,257
欠直接控股公司款項 – 16,683
欠一名董事款項 532 532
欠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5,482 5,482
稅項撥備 180,020 173,922
遞延稅項負債 57,522 2,771
應付股息 13,400 13,400
其他企業負債 6,987 6,665

  

集團負債 1,042,406 721,712
  

附加分部資料
銀行利息收入 210 474 232 – 442 474
融資成本 (8,360) (5,544) (294) – (8,654) (5,544)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3,133) (599) – – (3,133) (599)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減值 – (2,598) – – – (2,598)
非金融資產折舊及攤銷 (77,194) (75,921) (32,535) – (109,729) (75,921)
金融資產之預期信貸虧損 (4,588) (8,693) (232) – (4,820) (8,693)
其他無形資產減值虧損 – (2,827) – – – (2,827)
其他無形資產撇銷 – (8,657) – – – (8,657)
物業、廠房及設備撇銷 (3) (54) – – (3) (5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10) – (603) – (613) –
年內添置非流動資產 70,035 54,777 1,566 – 71,601 54,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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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

5. 分部資料（續）

地區資料

本集團來自對外客戶之收益及其非流動資產（金融工具除外）按下列地區劃分：

來自對外客戶之收益 指定非流動資產
2021年 2020年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 中國內地（所在國家） 1,016,045 972,125 1,075,296 273,380
— 香港 16 14 12 165

    

1,016,061 972,139 1,075,308 273,545
    

客戶所在地乃按提供服務或商品付運之地點劃分。指定非流動資產所在地乃按資
產之實際及經營地點劃分。本公司為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投資控股公司，本集團大部
分業務及員工均位於中國內地，因此，就作出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
之披露而言，本集團視中國內地為本集團之所在國家。

截至2021年及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自任何單一客戶取得超過本集團
總收益10%之收益。

6. 融資成本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銀行借貸之利息 5,084 1,920

租賃負債之利息 3,570 3,655
  

8,654 5,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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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

7. 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本集團所得稅前（虧損）╱溢利乃經扣除下列各項後得出：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核數師酬金 2,465 2,169

自置資產折舊* 14,751 13,158

使用權資產折舊* 37,381 36,558

銷售及提供服務之成本 193,145 153,988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57,630 27,88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613 –

物業、廠房及設備撇銷* 3 54

研究及開發開支* 122,791 108,939

其他無形資產減值虧損* – 2,827

其他無形資產撇銷* – 8,657
  

* 計入其他經營開支

8. 所得稅開支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 年內稅項支出 6,079 6,062
— 以往年度超額撥備 – (576)

  

6,079 5,486

遞延稅項 (3,892) (898)
  

所得稅開支 2,187 4,588
  

截至2021年及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概無估計應課稅溢利須繳納香港利得稅。

根據中國稅務法例，本集團若干合資格成為「高新技術企業」之附屬公司於合資格
日期起三年間內可享15%優惠稅率。本集團其餘於中國成立之附屬公司須按中國企
業所得稅率25%繳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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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

9. 股息

本公司截至2021年及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並無派付或宣派任何股息，自2021年及
2020年報告期末以來亦無建議派付任何股息。

10. 每股（虧損）╱盈利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虧
損約107,960,000港元（2020年：溢利約111,014,000港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
數（經扣除受託人根據限制性股份獎勵計劃持有之股份數目 )約19,914,505,000股計算
得出。

截至2021年及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由於截至年結日未能達成股份獎勵以績效為
基礎之目標，故每股攤薄（虧損）╱盈利與每股基本（虧損）╱盈利相同。

11. 應收貿易款項

應收貿易款項按發票日期作出之賬齡分析如下：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90日 27,512 12,825
91–180日 12,871 9,589
181–270日 6,450 6,133
271–360日 2,425 4,627
超過360日 25,701 16,853

  

應收貿易款項毛額 74,959 50,027

減：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18,791) (13,724)
  

應收貿易款項淨額 56,168 36,303
  

應收貿易款項於出示發票時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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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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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90日 15,002 17,184
91–180日 6,417 4,134
181–270日 3,721 1,187
271–360日 3,691 950
超過360日 8,253 9,038

  

37,084 32,493
  

13. 股本

2021年
（未經審核）

2020年
（經審核）

股份數目 千港元 股份數目 千港元

已發行及繳足

普通股

於1月1日及12月31日 21,720,504,877 240,597 21,720,504,877 240,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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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

14. 業務合併

於2020年12月22日，本公司與直接控股公司訂立買賣協議（「買賣協議」），據此，本公
司有條件同意購買（或促使購買），而直接控股公司有條件同意出售（或促使出售）數
碼辰星科技發展（北京）有限公司（「辰星科技」）100%股權，代價為人民幣4.88億元。辰
星科技及其附屬公司（統稱「辰星科技集團」）的核心業務為影院提供完整的數字化
解決方案、支持影院業務運營和輔助影院經營決策。收購事項於2021年7月26日完成。

根據買賣協議，代價人民幣4.88億元將以下列方式支付：

(i) 代價的20%於簽署買賣協議日期以現金支付；及

(ii) 其餘款項在完成時用現金支付，而最多2億港元之代價將由本公司酌情抵銷向
直接控股公司提供的貸款。

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已按上述條款以現金支付訂金人民幣97,600,000元（相當
於約115,997,000港元），有關款項已記錄為「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 收 購 事 項 完 成 後，本 集 團 已 支 付 餘 下 代 價 人 民 幣390,400,000元，其 中 人 民 幣
350,400,000元（相 當 於421,884,000港 元）以 現 金 支 付，另 人 民 幣40,000,000元（相 當 於
48,024,000港元）用於抵銷本公司根據日期為2009年5月29日之貸款協議及其補充協
議向南海提供之貸款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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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

14. 業務合併（續）

於收購日期購買代價以及辰星科技集團的可識別資產及負債的公允價值如下：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001
其他無形資產（附註 (i)） 482,651
應收貿易款項（附註 (ii)） 41,602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附註 (ii)） 9,344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49,494
已抵押及受限制銀行存款 12,643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4,181
應付貿易款項 (6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52,711)
合約負債 (6,973)
欠同系附屬公司款項（附註 (iii)） (202,747)
欠關連公司款項 (2,785)
有抵押銀行借貸 (24,012)
保修撥備 (2,469)
遞延稅項負債 (57,501)

 

按公允價值計算之已識別資產淨值總額 262,658
收購時之商譽（附註 (iv)） 323,247

 

以現金代價支付 585,905
 

附註：

(i) 其他無形資產指本集團就收購事項確認的之已識別牌照、科技、客戶關係分別
300,156,000港元、135,671,000港元及46,824,000港元。

(ii) 應收貿易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於收購日期的公允價值分別為41,602,000港元及
7,168,000港元。應收貿易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預期可收回的合約總金額分別為
41,602,000港元及7,168,000港元。

(iii) 根據買賣協議，辰星科技集團結欠南海及其附屬公司（不包括辰星科技集團及
本集團）的金額人民幣165,616,000元（相當於約198,839,000港元）亦用於抵銷本公
司根據日期為2009年5月29日之貸款協議及其補充協議向南海提供之貸款本金。

(iv) 收購辰星科技集團產生商譽乃由於就收購事項所支付代價實際包括（其中包括）
合併辰星科技集團及本集團的業務營運預期產生的協同效應所帶來利益有關
的金額。該等利益不會與商譽分開確認，乃由於彼等並不符合可識別無形資產
的確認標準。已確認商譽預期不會就計算所得稅而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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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

15. 報告日期後事項

於2022年1月19日，南海與本公司訂立第二份補充協議，據此，南海同意按本公司日
期為2022年1月19日之公告所詳述調整機制退回部分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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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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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業雲服務領域經營業務，且於2021年7月26

日完成辰星科技交易（定義見下文）後，本集團通過數碼辰星科技發展（北京）
有限公司（「辰星科技」）及其附屬公司（「辰星科技集團」）在數字商業及信息
技術服務領域經營業務。

本集團向中國企業客戶提供全方位的數字營銷、數字商務整體解決方案
及雲計算基礎設施服務。在22年的經營過程中，已經有近320萬客戶選擇
我們支持其推動數字化經營。本集團既通過SaaS（軟件即服務）面向廣大
客戶提供標準化企業服務工具，針對企業的個性化需求建立了靈活的可
延展產品能力，也同戰略合作夥伴一起建立了覆蓋全產業鏈條的服務生態。
我們不僅擁有涉及全行業、全渠道的立體商務體系，更建立了覆蓋全國
的本地化服務運營網絡，有效解決了SaaS軟件到企業客戶的「最後一公里」
的問題。

伴隨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疫情」）的常態化，越來越多的企業認識到數
字化對其經營的重要性，但對於數字化的效果仍有擔心，自身也未能有
效建立起技術和運營能力。本集團旗下的中企動力推出了支持內外貿一
體化的產品「全球門戶」，並對門戶產品進行了「新門戶」全面技術升級。「全
球門戶」有效滿足了不同客戶對門戶產品的多端內容展示，搜索引擎營
銷和社交媒體營銷，以及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推廣的不同需求。「新門戶」
技術升級極大程度的提升了產品的搜索友好、延展性和客戶體驗，通過
加入「低代碼」開發模式，可以實現客戶個性化業務需求，並開創性的實
現了SaaS和私有化的多樣性部署支持。

近幾年，伴隨著國內市場消費的持續升級，國家對互聯網壟斷行為以及
各種亂象的嚴格監管，越來越多的企業不願再被平台裹挾、再為高價流
量買單。電子商務領域呈現多元化的發展趨勢，企業迫切的需要建立自
己的私域電商生態，很多傳統的企業也開始更加重視業務線上線下的融合。
中企動力在OMO（Online Merge Offline線上線下融合）戰略指引下，進一步加
大投入，深化數字商務業務，為客戶提供一體化電商解決方案，幫助客戶
打通在線及線下的銷售通路，更好的滿足數字化時代多場景多渠道的經
營需求。中企動力的OMO產品及服務覆蓋、門店的數字化、交易的數字化，
品效合一的數字化等多個領域，結合新網的雲計算底層技術支撐服務，
幫助客戶更好的實現穩定持續的商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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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業務回顧（續）

為有效補充本集團服務影院行業電商產品的空缺，於2021年7月26日辰星
科技成為本集團的全資附屬公司。2021年，疫情在中國政府的管控措施下，
得到了明顯的控制。但在部分疫情反覆的區域，影院行業依然受到暫停
營業、限流、禁止餐飲等防疫政策的管制。在這個大環境下，辰星科技以「辰
星雲」影院行業中台+開放平台為基礎，搭載滿足影院差異化經營需求的
終端應用，協助影院經營者在多元化經營、自有流量運營、業務提效等領
域提升經營能力，降低經營成本。

年內，本集團致力於企業數字化智能經營雲服務的發展，以旗下核心企
業中企動力、新網及辰星科技面向中國市場提供全方位的 IaaS（基礎設施
即服務）、SaaS服務應用、企業電子商務服務、「企業數字化轉型」整體解
決方案、基於大數據的商業智能雲服務以及SaaS化的影院數字化整體解
決方案。年內，本集團之收益約為10.161億港元（2020年：9.721億港元），年
內虧損約為1.080億港元（2020年：年內溢利約為1.110億港元）。該等虧損主
要由於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1)本集團在OMO（Online Merge Offline

線上線下融合）戰略指引下，進一步加大對數字商務業務的投入。本集團
不僅在研發上持續投入，同時為更好的滿足客戶的經營需求，達到客戶
成功目標，還組建了名為「客戶成功團隊」的本地化專業團隊，為客戶提
供一體化電商服務解決方案，幫助客戶打通線上線下銷售通路，實現數
字化轉型，而新增的數字商務業務和數字營銷推廣業務雖然在年內帶來
了可觀的現金流入，但在年內按照已完成履約義務之進度確認的收益並
未同步反映業務的增長情況，只反映了相關的費用有所增加；及 (2)中國
政府取消階段性減免企業社會保險費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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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業務回顧（續）

企業雲服務

年內，企業雲服務業務分部的收益約為9.720億港元（2020年：9.721億港元）。
所得稅前虧損約為1.633億港元（2020年：所得稅前利潤為0.434億港元）。虧
損的主要原因為前述提到的在OMO戰略下增加的投入和相關費用，以及
企業社會保險費政策的取消。

中企動力

中企動力基於超過22年的服務經驗，研發了滿足廣大中國企業經營管理
數字化需求的SaaS產品體系，搭建了企業服務生態市場並吸引了廣大行
業頭部合作夥伴入駐，構建了龐大的商務和本地化服務網絡，為中國企
業提供企業數字化經營解決方案。

年內，中企動力持續進行技術研發的投入，完整的技術中台支持了全線
產品的持續生態化演進，產品迭代更敏捷，滿足客戶需求更多樣。中企動
力已經建立了服務中小微及KA大客戶的全線數字營銷產品，從高端定制、
全球門戶和自助建站，到滿足國內外數字營銷推廣的產品線，進一步獲
得了廣大客戶的認可。

在數字商務領域，中企動力通過B2C數字門店、移動商城、全網商城和
B2B電商門戶等主要產品為近萬家企業客戶提供專業的SaaS服務；年內，
中企動力在數字商務產品研發上持續加大投入，B2C電商產品已經逐步
建立了滿足複雜交易和營銷場景的產品能力；基於電商的生態建設也逐
步成型，實現了營銷、會員、供應鏈、配送、支付等相關服務的集成，幫助
客戶實現了電商業務的信息流，資金流，物流的全面整合；電商產品也在
積極對接業內主流社交媒體平台，支持客戶建立靈活多樣的客戶觸達渠道；
年內，數字商務業務不僅建立了以客戶成功為目標客戶之運營團隊，幫
助客戶完成一站式全託管的完整運營服務體系，還協助傳統客戶快速建
立起在線線下一體化的銷售渠道。同時，加強了產品直播、分銷、本地化
營銷、數字門店等符合電商發展需要的能力支持。中企動力的「萬店奔流」
服務，幫助客戶全方位建立營銷推廣能力和在線線下融合的OMO能力，
已經成為行業本地化服務的標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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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業務回顧（續）

企業雲服務（續）

中企動力（續）

在新產品的研發方面，中企動力逐步建成以業務中台為支撐的PaaS（平台
即服務）平台，高效靈活的支持了客戶的差異化業務需求，可以根據不同
行業、不同階段客戶的需求快速形成靈活可配置的產品和行業解決方案，
大幅度提高了產品的交付效率。在強大的中台能力支持下，中企動力的
雲生態也快速發展，雲市場已經成為企業服務生態合作夥伴優先的入駐
平台選擇，整合上下游多家行業優質服務夥伴。客戶在中企動力更方便
的完成了一站式數字化轉型。

新網

年內，新網繼續通過在線、直銷和遍佈全國的代理商渠道體系，服務於全
國的中小微企業。域名、郵箱業務除會員、代理的正常在線運營外，通過
多年域名業務的專業性，與騰訊、京東、華為、新浪等優質客戶形成了生
態合作。除域名託管、公有雲 IaaS、郵箱等業務外，在推動建站產品的同
時為用戶提供SEO（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搜索引擎優化）獲客延展產品，
以此增加新網應用服務業務範疇。企業應用服務領域也繼續開拓企業市場。
在公有雲產品方面繼續豐富產品線，新增Redis、RabbitMQ、Web應用防火牆、
雲安全中心等產品，滿足用戶對PaaS層產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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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業務回顧（續）

數字商業及信息技術服務

辰星科技

於2020年12月22日，南海與本公司訂立買賣協議，據此，本公司有條件同
意購買（或促使購買），而南海有條件同意向本公司出售（或促使出售）辰
星科技全部股權，代價為人民幣4.88億元（「辰星科技交易」）。該等交易已
於2021年7月26日完成落實。完成後，辰星科技集團之財務表現及財政狀
況將併入本公司之綜合財務報表綜合計算。詳情請參閱本公司及南海日
期為2020年12月22日、2021年6月4日及2021年7月26日之聯合公告、本公司
日 期 為2021年2月24日、2021年5月11日 及2021年7月20日 之 公 告 以 及 本 公
司日期為2021年6月28日之通函。於2022年1月19日，南海與本公司訂立第
二份補充協議，南海同意根據調整機制退回部分代價，詳情請參閱本公
司及南海日期為2022年1月19日之聯合公告。

於辰星科技交易完成後，該業務分部於2021年辰星科技交易完成後期間
的收益約為0.441億港元，而所得稅前虧損約為0.172億港元。

2021年，基於影院行業平台戰略，辰星科技對產研及銷售、服務體系進行
了調整和組織配置。產品上完成了「辰星雲」影院行業中台票務、零售、會
員、營銷模塊的SaaS化，並通過服務體系升級優化和客戶成功體系搭建，
為SaaS版本的快速市場拓展鋪平了道路。年內，辰星科技服務的影院數
目 超 過2,300家，覆 蓋 中 國31個 省（自 治 區、直 轄 市），較 去 年 同 期 增 長
18%，市場份額已經躍居中國票務軟件廠商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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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展望

近幾年，中國企業在持續經歷數字化轉型進程，而疫情將極大加速這一
進程。由於爆發疫情，我們已經看到了消費者的生活和消費習慣持續、深
刻的變化，同時我們也看到了仍然還有大量企業在這種快速的轉型需求
下自身認知和能力不足的迷茫與痛苦，中國的市場也在加速進行升級和
優勝劣汰，能夠跑贏這場長期競賽的，一定是具有長遠數字化戰略準備
和投入並切實付諸實施的企業。而本集團在22年的長期積累和伴隨客戶
成長的過程中，深切體會並持續敏感把握這一進程的節奏與動向，將其
顯像化於我們的產品及服務中。企業服務市場與企業的數字化進程都是
需要長期深耕的，只有植根於此才能歷久彌新，本集團與市場的共同進化，
也正在被無數客戶的經營提升所印證。我們矢志不渝立足本業並支持客
戶的基業長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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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31日，本公司擁有
人應佔資產淨值約為14.569億港元（2020年：約15.566億港元），包括現金及
等同現金項目約為0.927億港元（2020年：約2.651億港元），主要以人民幣、
美元及港元為單位。於2021年12月31日，按固定利率計息之本集團銀行借
貸約為1.224億港元（2020年：約0.372億港元）。年內，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
利率對沖。

於2021年12月31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按負債淨額（即有抵押借貸減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除以權益總額加以負債淨額計算）為2%（2020年：不
適用）。本集團於2020年12月31日錄得淨現金狀況（即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高於有抵押銀行借貸），因此資本負債比率並不適用。

於2021年12月31日，本集團無資本承擔（2020年：除辰星科技交易外並無資
本承擔）。

於2021年12月31日，本集團之或然負債約為0.226億港元（2020年：約0.217億
港元），乃就一間聯營公司獲授信貸融資提供之擔保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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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財務資源及流動資金（續）

於2021年12月31日，銀行借貸乃以約0.136億港元之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
作抵押（2020年：約0.136億港元）。

董事會認為，本集團自報告日期起計最少未來十二個月將有充足財務資
源應付其日後營運資金及其他融資需求。

匯率波動風險

本集團大部份借貸及交易主要以人民幣為單位。經營開支及收入主要為
人民幣，預期全球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導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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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於年內，
人民幣匯率波動影響了本集團財務報告中由人民幣匯兌至港元的資產及
負債，本集團仍會繼續審視及監察人民幣及港元的匯率變動。本集團尋
求積極的管理方法，力求在可行的情況下，減輕風險及不確定因素帶來
的影響，將不時考慮利用外匯對沖工具（如適合），降低人民幣匯率變化
帶來的風險。年內，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外匯對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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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限制性
股份獎勵計劃並按董事會之酌情決定獲授購股權或限制性獎勵股份（視
情況而定）。一般而言，每年均會進行薪金檢討。於2021年12月31日，本集
團 有4,891名 員 工（2020年：5,418名 員 工）。截 至2021年12月31日 止 年 度，員
工之薪金及津貼共約為7.464億港元（2020年：約為5.675億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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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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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日期後事件

除財務報表附註15所披露及本公告其他部分所述者外，於報告日期後直
至本公告日期期間並無發生任何其他重大事件。

末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已決議不建議宣派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任何末期股
息（2020年：無）。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會認為，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整個年度內及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
司已遵守適用原則及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當時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
治守則」）所載守則條文，惟下列所述偏差除外：

守則條文E.1.2（於2022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財政年度更新︰守則條文F.2.2）
訂明，董事會主席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董事會主席因疫情無法抵港出
席本公司於2021年5月27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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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31日止整個年度內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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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本公司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分
別為馮榮立先生、肖遂寧先生及何養能先生。審核委員會已與本公司管
理層審閱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本未經審核業績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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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年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
證券。

審閱未經審核年度業績

由於需要額外時間獲取本公司核數師所要求有關本公司直接控股公司南
海及其附屬公司（「南海集團」）就南海集團結欠本集團的貸款而向本集團
所提供抵押品的評估價值資料，因此，截至本公告日期，本集團截至2021

年12月31日止年度年度業績的若干審核及申報程序尚未完成，故本公司
及其核數師尚未能根據上市規則第13.49(2)條的規定就本集團截至2021年
12月31日止年度的最終年度業績達成一致。本公告所載未經審核年度業
績已經董事會（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審核委員會審閱及同意。在本公
司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中，綜合財務狀
況 表 所 述 對 直 接 控 股 公 司 的 貸 款 約 為11.468億 港 元（約 為 資 產 總 值 的
45.9%），惟受不確定因素及與本公司核數師的最終協議所規限。

儘管存在上文所述不確定性，根據董事會於本公告日期的現有資料，董
事會目前預期本公告所載本集團未經審核年度業績所呈列財務狀況與本
集團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經審核年度業績所呈列者並無任何重
大偏差（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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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公告

於完成審核及申報程序後，本公司將刊發進一步公告，內容有關 (i)經本
公司核數師同意的截至2021年 12月31日止年度經審核年度業績及與本公
告所載未經審核年度業績相比的重大差異（如有）；(ii)本公司將舉行應屆
股東週年大會的建議日期；及 (iii)為釐定股東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
投票的權利而暫停辦理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的期間。此外，倘有關
完成本集團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業績的審核及申報程序有
其他重大進展，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於必要時刊發進一步公告。根據
董事會及本公司核數師於本公告日期可得的資料，預期本集團截至2021

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經審核年度業績將於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並預計最
晚於2022年4月底前刊發。

刊發未經審核年度業績公告及年報

本未經審核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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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載有適用上市規則規定的所有資料的本
公司2021年年報將於2022年4月30日或之前寄發予股東，並於上述網站可
供查閱。

本公告所載有關本集團年度業績的財務資料未經審核，亦未經本公司核
數師同意。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數碼信息有限公司

主席
劉榮

香港，2022年3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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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榮女士 林秉軍先生 馮榮立先生
于品海先生 鄭志宏先生 肖遂寧先生
陳鳴飛先生 何養能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