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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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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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30日 止 六 個 月 之 未 經 審 核 綜 合 業 績，連 同
2019年之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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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6(a) 414,831 473,272
銷售及提供服務之成本 (55,849) (84,127)  

毛利 358,982 389,145
其他經營收入 6(b) 73,699 68,003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261,470) (295,672)
行政開支 (28,790) (45,456)
其他經營開支 (84,272) (103,832)
融資成本 (2,682) (2,575)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628) (4,388)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減值 (2,543) –  

所得稅前溢利 7 52,296 5,225
所得稅開支 8 (2,583) (8,318)  

期內溢利╱（虧損） 49,713 (3,093)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49,713 (2,695)
非控股權益 – (398)  

49,713 (3,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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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基本 0.250 (0.014)  

 — 攤薄 0.250 (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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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報表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虧損） 49,713 (3,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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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0) (26,767)
換算聯營公司之權益之匯兌差額 321 692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48,364 (29,168)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48,364 (28,768)
非控股權益 – (400)  

48,364 (29,168)  



– 4 –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2020年6月30日

2020年
6月30日

2019年
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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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382 98,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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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07 26,947
商譽 74,545 75,766
其他無形資產 85,272 97,158
向直接控股公司貸款 – 1,397,088  

281,430 1,695,596  

流動資產
應收貿易款項 11 44,617 43,927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80,363 83,097
向直接控股公司貸款 1,450,875 –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342,556 293,838  

1,918,411 420,862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 12 31,572 38,01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64,635 66,266
應付股息 13,400 13,400
合約負債 247,421 215,222
稅項撥備 170,882 167,859
欠一名董事款項 532 532
欠直接控股公司款項 20,097 23,339
欠聯營公司款項 3,965 4,887
有抵押銀行借貸 43,778 33,527
其他僱員福利 37,309 28,451
租賃負債 24,205 24,691  

657,796 616,189  

流動資產╱（負債）淨值 1,260,615 (195,32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542,045 1,500,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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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6月30日

2019年
12月31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負債
其他僱員福利 25,991 36,508
租賃負債 24,524 21,152
遞延稅項負債 2,989 3,499  

53,504 61,159  

資產淨值 1,488,541 1,439,110  

權益

股本 13 240,597 240,597
儲備 1,247,944 1,198,51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488,541 1,439,110
非控股權益 – –  

權益總額 1,488,541 1,439,110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續）
於202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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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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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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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主要從事提供企業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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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股份於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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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另有指明者外，此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

此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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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26

日獲董事會批准及授權刊發。

2. 編製基準

此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
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證
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此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按照與2019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之相同會計政策編製，
惟不包括與2020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期間內首次生效之新訂準則或詮釋有關之會計政
策。採納新訂或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此等簡明綜合中期
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除提早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Covid–19相關租金
優惠」外，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用任何於本會計期間已頒布但尚未生效的新訂或經修訂的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之此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須作出會影響政策應用以
及年內迄今資產及負債、收入及開支呈報金額之若干判斷、估計及假設。實際結果可能
與此等估計有所不同。

此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載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選定說明附註。該等附註包括對理
解本集團自2019年年度財務報表刊發以來財務狀況及業績變動而言屬重大之事件及交
易說明。此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附註並不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整套財
務報表所需之所有資料，並應與2019年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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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製基準（續）

截至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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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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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長遞交截至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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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報告期內COVID-19的影響

COVID-19疫情於2020年迅速蔓延，並嚴重影響全球各地實體及不同規模的經濟活動。儘
管疫情對全球經濟及營商環境產生負面影響，但在報告期內，其對我們所運營的企業雲
服務影響不大。管理層已評估COVID-19對本集團的整體影響，截至本公告日期，尚未發
現任何可能對本集團於2020年6月30日的財務業績或財務狀況產生重大影響的範疇。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準則於本集團之當前
會計期間首次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 業務之定義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
 之修訂

重大之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

利率基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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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企業
 之間的資產出售或出資

財務報告概念框架（經修訂）

於本期間應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其修訂本對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載的
本集團當前及過往期間的財務狀況及表現及╱或披露資料並無產生任何重大影響。

此外，本集團已選擇提早於2020年1月1日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之修訂「Covid-19

相關租金優惠」。該修訂為承租人在COVID-19疫情期間提供實際寬減，並於2020年6月1日
或之後開始的年度報告期間生效。採納此經修訂準則對本集團的影響輕微。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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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部資料

董事會確認企業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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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可呈報分部收益 414,831 473,272  

可呈報分部所得稅前虧損 (1,514) (42,632)

銀行利息收入 9 255

按攤銷成本計量之金融資產之其他利息收入 53,787 53,547

匯兌收益 7,129 3,023

出售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之收益 – 3,917

折舊及攤銷 (81) (259)

使用權資產折舊 (1,015) (1,195)

融資成本 (27) (89)

未分配企業開支 (5,992) (11,342)  

所得稅前溢利 52,296 5,225  

截至 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15,572,000港元（截至 2019年6月30 日止六個月：103,699,000

港元）已按時間點確認，而約399,259,000港元（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369,573,000港元）
已隨時間確認。

2020年
6月30日

2019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可呈報分部資產 651,281 619,960  

可呈報分部負債 (490,763) (455,019)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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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收益及其他經營收入

(a) 本集團收益指來自企業雲服務之收益。

(b) 其他經營收入：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利息收入 125 378

按攤銷成本計量之金融資產之其他利息收入 53,787 53,604

政府補助 1,027 2,155

增值稅退款 11,542 4,672

出售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之收益 – 3,917

匯兌收益 7,124 2,948

雜項收入 94 329  

73,699 68,003  

7. 所得稅前溢利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集團所得稅前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後得出：
除商譽外之無形資產攤銷* 12,392 12,602

Covid-19相關租金優惠 (a) (10)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 自置資產* 6,505 7,34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 使用權資產* 18,818 23,392

物業、廠房及設備撇銷* – 4,800  

* 計入其他經營開支

附註︰

(a) 誠如附註4所披露，本集團已提早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Covid–19相
關租金優惠」，並已將有關修訂所引入的可行權宜方法應用於本集團於期內取得的
所有合資格租金優惠。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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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開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即期稅項支出
 — 香港利得稅 – 5,222
 —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3,023 3,559  

3,023 8,781
遞延稅項 (440) (463)  

所得稅開支 2,583 8,318  

於2018年3月21日，香港立法會通過2017年稅務（修訂）（第7號）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引入
兩級制利得稅率制度。條例草案於2018年3月28日簽署成為法律並於翌日刊登憲報。根據
兩級制利得稅率制度，合資格集團實體首2百萬港元溢利將按8.25%之稅率徵稅，而超過2

百萬港元之溢利則按16.5%之稅率徵稅。不符合兩級制利得稅率制度資格之集團實體之
溢利將繼續按16.5%之劃一稅率徵稅。

董事認為，兩級制利得稅率實施後所涉及之金額對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而言並不重大。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由於本集團並無在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
港利得稅計提撥備。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香港利得稅均按估計應課稅溢利之
16.5%計算。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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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25%）之稅率
作出中國企業所得稅撥備。

9. 股息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概無派付及宣派股息（截至2019年6月30 日止六個月：無）。

10. 每股盈利╱（虧損）

截至 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約
49,713,000港元（截至 2019年6月30 日止六個月：虧損2,695,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
權平均數（經扣除一名託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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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由於於期末日未能達成股份獎勵以績效為基礎之目標，故
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截至 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每股攤薄虧損的計算並無假設股份獎勵視作歸屬，原因是
有關假設將會減少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以及具有反攤薄影響。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 11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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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6月30日

2019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90日 15,073 22,528
91至180日 6,535 11,264
181至270日 11,615 3,202
271至360日 3,702 4,642
超過360日 11,865 6,552  

應收貿易款項毛額 48,790 48,188
減：應收貿易款項減值撥備 (4,173) (4,261)  

應收貿易款項淨額 44,617 43,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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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6月30日

2019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90日 19,585 23,982
91至180日 2,269 3,449
181至270日 1,247 1,094
271至360日 878 148
超過360日 7,593 9,342  

31,572 38,015  

13. 股本

2020年6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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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期╱年初及期╱年末 21,720,504,877 240,597 21,720,504,877 240,597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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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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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業內領先的專業能力，幫助客戶持續推進其數字
化智能經營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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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針對企業的個性化需求建立了靈活的可延展產品能力，並結合行
業內優質的戰略合作夥伴建立了覆蓋全產業鏈條的服務生態。通過長期不懈
的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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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移動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高速發展，企業對於門戶產品多端化、響應式、
易推廣的需求日益明顯，本集團下屬中企動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企動力」）
在原有門戶產品的基礎上推出的全網響應式門戶以及針對外貿客戶推出的外
貿行業解決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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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
電子商務領域呈現多元化的發展趨勢；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疫情」）影響，社
交電商、社區電商，新零售等成為企業最迫切的需求，中企動力適時推出了
數字商務業務，為客戶提供一體化電商解決方案，幫助客戶打通線上線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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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結合北京新
網數碼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新網」）的雲計算底層技術支撑服務，幫助客戶更
好的實現商業增長。

報告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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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中企動力及新網為經營主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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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基於大數據的商業智能雲服務。報告期內，本集團之收益約為4.148億港
元（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4.733億港元），期內溢利約為49.71百萬港元（截
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虧損3.1百萬港元）。該等盈利主要由於本集團近
幾年對生產平台持續的研發投入，大幅度提高了產品的交付效率，從而提升
了毛利率；另外，由於疫情的影響，本公司於報告期內採取多種措施控制成本，
提升效率，降低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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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業務回顧（續）

中企動力

中企動力基於超過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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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期內，中企動力推出了自助建站產品，形成了從大中型客戶到小微客戶
的完整產品序列，以滿足各類規模客戶的差異化需求，在提升用戶體驗的同
時擴大了潛在用戶的數量。報告期累計已發展模版建站付費用戶近8,000家。
行業化解決方案方面，外貿門戶的推出獲得了市場的高度認可，累計超過7,000
家外貿客戶。在數字商務領域，中企動力通過B2B電商門戶和B2C移動商城等
主要產品共服務企業客戶達上萬家（含免費及收費客戶），獲取SaaS訂閱收入
約1,100萬元人民幣；中企動力在產品研發上持續加大投入，B2C電商系統已經
在核心交易環節和主要交易場景上具備穩定可靠的服務能力；通過三方生態
合作，實現了移動支付，物流配送等相關服務的集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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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內，數字商務業務已經建立
了以客戶成功為目標的客戶運營團隊，幫助客戶完成從微信認證，支付開通，
到店鋪搭建（裝修），以及店鋪營銷推廣等完整的運營服務體系，可以幫助傳
統客戶快速的建立起線上線下一體化的銷售渠道。在新產品的研發方面，中
企動力逐步建成以業務中台為支撑的PaaS（平台即服務）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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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為未來整合更多的生態合作夥伴提供了堅實
的基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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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業務回顧（續）

新網

報告期內，新網繼續通過在線、直銷和遍布全國的代理商渠道體系，服務於
全國的中小微企業。除域名托管、公有雲 IaaS、郵箱等業務外，在建站及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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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備份、大數據等產品，滿足用戶對PaaS層產品的需求。
數據中心規模持續增加，公有雲在現有華北一、二、香港三個區域的同時，新
增華北三區，資源規模持續增加，以滿足不斷增長的業務需求。同時，針對中
小微企業技術能力弱、業務需求強的特點，國內首家提出企業雲服務中心的
概念，以最直接的SaaS應用觸達用戶，同時涵蓋基礎雲資源的流量產品，形成
國內為數不多的整體雲服務產品供應商，助力中小微企業數字化轉型。

展望

本集團管理層認為，近幾年，中國企業在持續經歷數字化轉型的進程，而疫
情將極大的加速這一進程。我們認為，在疫情的持續影響下，消費者的生活
和消費習慣將會發生持續、深刻的變化：在線購物的種類和頻次將會大大增加，
社區門店通過線上下單，到店自提，以及配送到家等不斷擴大自己的服務半
徑和消費人群；智能移動設備的快速普及，使得網購也將不再是年輕人的專利，
更多的老年人也將加入網購的行列。受此影響，企業和零售門店將會更加重
視線上展示、線上推廣、線上交易、客戶關係維護等數字化經營能力。企業對
於門戶產品更便捷、更智能、多渠道，全場景的推廣需求將會更加凸顯。因此
我們將繼續完善我們的自助建站、全網響應式門戶、外貿門戶等產品，並為
客戶提供更為及時和高效的服務。

面對消費者多樣化的消費需求以及線上化的消費習慣，傳統的零售企業迫切
希望將原本存在於線下的忠實顧客線上化，使之成為自己可以持續經營、推
廣的私域流量，並由此形成線上線下一體化經營模式。我們發現，傳統的零
售企業在線上數字化轉型過程中，面臨專業能力不足、資金投入有限、運營
經驗缺乏等實際困難，我們將會以城市商圈為依托大力發展和強化我們的本
地化服務能力，為客戶提供更為快速、專業、全面的運營服務。我們深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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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SaaS產品、高效的服務需要互聯網新技術和平台的支撑。未來，在深度理
解不同行業客戶的商業場景的基礎上，以雲計算、業務中台、SaaS工具應用做
支撑，幫助傳統行業客戶實現數字化轉型，更好迎接數字化時代的挑戰和響
應消費者的需求變化。此外，本集團會持續加大對數據中心、雲計算技術、自
動化運維技術、大數據技術、智能營銷技術的資本投入，全面提升核心技術
能力，進一步研發和優化面向企業數字化智能經營商業場景的產品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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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30日，本公司擁有人應
佔資產淨值約為14.885億港元（2019年12月31日：14.391億港元），包括現金及等
同現金項目約為3.426億港元（2019年12月31日：2.938億港元），主要以人民幣、
美元及港元為單位。於2020年6月30日，按固定利率計息之本集團銀行借貸合
共約為0.438億港元（2019年12月31日：0.335億港元）。本集團目前並無實行任何
利率對沖。

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按負債淨額除以權益總額加以負債
淨額計算。本集團於2020年6月30日錄得現金淨額，因此資本負債比率為不適
用（2019年12月31日：不適用）。

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無資本承擔（2019年12月31日：無）。

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之或然負債約為0.213億港元（2019年12月31日：0.210
億港元），乃就信貸融資提供之擔保所致。

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之信貸融資乃以約0.127億港元之若干物業、廠房及
設備作抵押（2019年12月31日：0.132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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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於報告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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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仍將
繼續審視及監察人民幣及港元的匯率波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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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內，本集團
並無使用任何外匯對沖工具。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展望（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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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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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約有5,253名員工（2019
年6月30日：5,701名員工）。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員工之薪金及津貼共
約為2.836億港元（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2.996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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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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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概無購買、出售或
贖回其任何上市證券。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發截至2020年 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2019年6月
30日止六個月：無）。

企業管治

董事會認為，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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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下列所述偏差除外：

守則條文E.1.2訂明，董事會主席應出席股東周年大會。董事會主席因疫情無
法抵港出席本公司於2020年5月27日舉行之股東周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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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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
2020年6月30日止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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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榮立
先生、肖遂寧先生及何養能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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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並商
討財務監控、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制度事宜。

發布中期業績及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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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中期報告將寄發予
本公司股東，並將於適當時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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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榮

香港，2020年8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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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