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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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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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止年度
之末期業績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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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截至
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

2020年 2019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收益 4(a) 972,139 963,567
銷售及提供服務之成本 (153,988) (164,332)

  

毛利 818,151 799,235
其他經營收入 4(b) 135,024 140,168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526,526) (623,645)
行政開支 (67,775) (75,636)
其他經營開支 (225,807) (193,752)
金融資產之預期信貸虧損 (8,693) (570)
融資成本 6 (5,575) (4,998)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599) (5,466)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減值 (2,598) (2,853)

  

所得稅前溢利 7 115,602 32,483
所得稅開支 8 (4,588) (10,116)

  

年內溢利 111,014 22,367
  

以下人士應佔年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111,014 22,209
非控股權益 – 158

  

111,014 22,367
  

港仙 港仙
年內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每股盈利 10
— 基本 0.56 0.11

  

— 攤薄 0.56 0.11
  



– 2 –

綜合全面收益報表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溢利 111,014 22,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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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1 (4,967)
換算投資聯營公司之匯兌差額 789 (264)

  

4,330 (5,231)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115,344 17,136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15,344 16,978
非控股權益 – 158

  

115,344 17,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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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2020年12月31日

2020年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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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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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61 26,947
商譽 79,515 75,766
其他無形資產 75,248 97,158
向直接控股公司貸款 – 1,397,088

  

273,869 1,695,596
  

流動資產
應收貿易款項 11 36,303 43,927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98,092 83,097
向直接控股公司貸款 1,504,957 –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265,080 293,838

  

2,004,432 420,862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 12 32,493 38,01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88,698 66,266
應付股息 13,400 13,400
合約負債 274,694 215,222
稅項撥備 173,922 167,859
欠一名董事款項 532 532
欠一間直接控股公司款項 16,683 23,339
欠聯營公司款項 2,944 4,887
有抵押銀行借貸 37,200 33,527
其他僱員福利 24,383 28,451
租賃負債 23,983 24,691

  

688,932 616,189
  

流動資產╱（負債）淨值 1,315,500 (195,32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589,369 1,500,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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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2019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其他僱員福利 5,771 36,508
租賃負債 24,238 21,152
遞延稅項負債 2,771 3,499

  

32,780 61,159
  

資產淨值 1,556,589 1,439,110
  

權益

股本 13 240,597 240,597
儲備 1,315,992 1,198,513

  

權益總額 1,556,589 1,439,110
  

綜合財務狀況報表（續）
於202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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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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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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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包括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
規則」）規定之適用披露資料。

本初步業績公告所載有關截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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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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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將按照香港公司條例第662(3)條及附表6第3部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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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核數師已就該等財務報表出具報告。該核數師報告為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師報告，
其中不包含核數師在不出具保留意見的情況下以強調方式提請注意的任何事項，亦不包
含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406(2)條或第407(2)或 (3)條作出的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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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公
允值價值計量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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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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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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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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及之修訂

利率基準改革

2018年財務報告概念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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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已選擇自2020年1月1日起提早追溯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2019

新型冠狀病毒相關租金寬減」。此修訂提供了一項可選的可行權宜方法，允許承租人
選擇不評核2019新型冠狀病毒相關租金寬減是否屬租賃修改。選擇此可行權宜方法
的承租人可以選擇按照非租賃修改的方式對租金減免進行會計處理。該可行權宜方
法僅適用於因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而直接產生之租金寬減，且必須符合以下所有
標準：

(a) 租賃付款變動導致經修訂租賃代價與緊接變動前之租賃代價大致相同或更低；

(b) 租賃付款減少僅影響原本於2021年6月30日或之前到期之付款；及

(c) 租賃之其他條款及條件並無任何實質性變動。

本集團已對全部符合條件的2019新型冠狀病毒相關租金寬減採用可行權宜方法。合
共1,484,000港元的租金寬減以負可變租賃付款入賬及於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
的綜合收益表中其他經營收入中確認，並就租賃負債作出相應的調整。於2020年1月
1日的期初權益結餘並無受到影響。

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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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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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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 概念框架之提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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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之修訂 虧損性合約 — 履行合約之成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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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二階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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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 3

1 於2021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2022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2023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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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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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收益來自企業雲服務之客戶合約。

本集團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收益約57,591,000港元（2019年：23,047,000港元）於
某一時間點轉撥至客戶，約914,548,000港元 (2019年：940,520,000港元）則隨時間轉移轉
撥至客戶。

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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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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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其他經營收入：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539 634

按攤銷成本計量之金融資產之其他利息收入 107,869 107,869

匯兌收益淨額 – 6,03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 1

出售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之收益 – 3,917

政府撥款（附註） 390 2,111

增值稅退款 20,783 18,117

2019新型冠狀病毒相關租金寬減 1,484 –

雜項收入 3,959 1,480
  

135,024 140,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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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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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呈報分部收益 972,139 963,567
  

可呈報分部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43,448 (67,785)

銀行利息收入 65 273

按攤銷成本計量之金融資產之其他利息收入 107,869 107,869

自置資產折舊 (128) (443)

使用權資產折舊 (1,552) (2,390)

物業、廠房及設備撇銷 – (4,796)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23,419) 6,341

出售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之收益 – 3,917

融資成本 (31) (148)

未分配企業開支 (10,650) (10,355)
  

所得稅前溢利 115,602 32,483
  

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

4. 收益及其他經營收入（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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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呈報分部資產 728,126 619,960

向直接控股公司貸款 1,504,957 1,397,088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42,398 94,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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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6 4,433
  

集團資產 2,278,301 2,116,458
  

可呈報分部負債 502,257 455,019

欠直接控股公司款項 16,683 23,339

欠一名董事款項 532 532

欠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5,482 5,490

稅項撥備 173,922 167,859

遞延稅項負債 2,771 3,499

應付股息 13,400 13,400

租賃負債 – 1,582

其他企業負債 6,665 6,628
  

集團負債 721,712 677,348
  

附加分部資料
銀行利息收入 474 361

融資成本 (5,544) (4,850)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599) (5,466)

於聯營公司權益減值 (2,598) (2,853)

非金融資產折舊及攤銷 (75,921) (76,382)

金融資產之預期信貸虧損 (8,693) (570)

其他無形資產減值虧損 (2,827) (1,507)

其他無形資產撇銷 (8,657) –

物業、廠房及設備撇銷 (54) (225)

年內添置非流動資產 54,777 59,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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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 中國內地（所在地） 972,125 963,549 273,380 296,466
— 香港 14 18 165 1,718

    

972,139 963,567 273,545 298,184
963,567 963,567 963,567 298,184

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

5. 分部資料（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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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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及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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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借貸之利息 1,920 822

租賃負債之利息 3,655 4,176
  

於損益賬確認之金額 5,575 4,998
  

7. 所得稅前溢利

本集團所得稅前溢利乃經扣除下列各項後得出：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核數師酬金 2,169 2,386

自置資產折舊* 13,158 14,369

使用權資產折舊* 36,558 41,001

有關短期租賃之開支 – 142

銷售及提供服務之成本 153,988 164,332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27,885 23,845

物業、廠房及設備撇銷* 54 5,021

研究及開發開支* 108,939 96,883

其他無形資產減值虧損* 2,827 1,507

無形資產撇銷* 8,657 –
  

* 計入其他經營開支

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

5. 分部資料（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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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開支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 年內稅項支出 6,062 9,555

 — 以往年度（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576) 1,468
  

5,486 11,023

遞延稅項 (898) (907)
  

所得稅開支 4,588 10,116
  

截至2020年及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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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附屬公司所在城市設有優惠稅率，否則於中國內地經營之附屬公司估計應課稅溢利
按25%（2019年：25%）之稅率作出中國企業所得稅撥備。

9. 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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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2019年10月25日，本公司就已發行股份向於2019年12月3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宣派特別股息每股0.55港仙，即合共約109,530,000港元。根據限制性股份獎勵計劃條款有
關股息毋須派付予限制性股份持有人。

10. 每股盈利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111,014 22,209
  

股份數目
2020年 2019年
千股 千股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9,914,505 19,914,505

限制性股份所涉及潛在攤薄普通股之影響 – –
  

就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9,914,505 19,914,505
  

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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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111,014,000港
元（2019年：22,209,000港元）及年內發行在外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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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9,914,505,000股）計算得出。

截至2020年及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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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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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90日 12,825 22,528

91–180日 9,589 11,264

181–270日 6,133 3,202

271–360日 4,627 4,642

超過360日 16,853 6,552
  

應收貿易款項毛額 50,027 48,188

減：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13,724) (4,261)
  

應收貿易款項淨額 36,303 43,927
  

應收貿易款項於出示發票時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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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90日 17,184 23,982

91–180日 4,134 3,449

181–270日 1,187 1,094

271–360日 950 148

超過360日 9,038 9,342
  

32,493 38,015
  

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

10. 每股盈利（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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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股本

2020年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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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報告日期後事項

於2020年12月22日，本公司與直接控股公司訂立協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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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8,000,000元。辰星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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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交易之詳情載
於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12月22日之公告。收購事項須待（其中包括）獨立股東於本公司股
東大會上批准後，方可作實。

於2020年12月31日，根據協議條款已就收購辰星科技向直接控股公司支付按金人民幣
97,600,000元（相當於約115,997,000港元）。

15. 可比較數字

若干可比較數字已重列以符合本年度呈列方式之變動，即金融資產之預期信貸虧損約
570,000港元已自「其他經營開支」重新分類，並於綜合收益表內單獨列為「金融資產之預
期信貸虧損」。

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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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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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產品╱服務包括域名、公有雲、小程序商城、郵箱、
數字營銷等，覆蓋企業數字化經營所需的基礎設施、建站工具及服務、數字
營銷、綫上交易等諸多環節。

針對廣大的中小客戶，我們通過SaaS（軟件即服務）的形式為廣大客戶提供標
準化企業服務工具，同時提供相對標準化的定制服務。我們整合了業內優質
合作夥伴和資源，共同打造成熟穩定的產品生態，最大程度的滿足不同客戶
的個性化需求。針對各行業戰略性大客戶，我們通過子品牌「中企高呈」提供
覆蓋全產業鏈條的個性化高端定制服務。

通過長期不懈的努力，我們建立了覆蓋全國、全行業、全渠道的立體商務體系，
能夠在第一時間有效觸達客戶；同時，我們成立了80多家分公司，形成了覆蓋
全國的本地化服務運營網絡，具備為客戶提供面對面的快速響應和本地化交
付的能力，有效解決了企業服務的「最後一公里」的問題。

2020年，隨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疫情」）的逐步控制，個人消費綫上化、企業
經營數字化趨勢明顯，出口業務量增長迅速。本集團旗下中企動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中企動力」）在原有全網響應式門戶和外貿門戶基礎上，推出了全
球門戶業務，通過中企自有內外貿SEO（Search Engine Optimisation搜索引擎優化）
推廣產品及谷歌SEM（Search Engine Marketing搜索引擎營銷）產品，有效滿足內
貿外貿不同客戶綫上展示和營銷需求。

疫情極大的加速了零售業態的綫上化進程，原來純綫下形態存在的各行業終
端零售門店迫切需要綫上化經營，各品牌廠家╱原產地商家迫切需要以綫上
化的方式與遍佈全國的消費者進行溝通，進而進行私域流量運營，中企動力
加大了數字商務業務的推廣力度，為客戶提供一體化電商解決方案，幫助客
戶打通綫上綫下的銷售通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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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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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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本集團之收益約為9.721億港元（2019年：9.636
億港元），年內溢利約為1.110億港元（2019年：0.224億港元）。該等盈利主要由
於1）本集團多款產品，有效滿足了客戶在疫情壓力下迅速開展在綫經營的迫
切需求，對於用戶量的增長起到了明顯的推動作用並大幅提升了銷售效率；2）
本集團近幾年對生產平台持續的研發投入，提升了生產效率，降低了單位產
品的人工投入，從而提升了毛利率；及3）為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影響，本集團於
年內採取多種措施壓縮管理及行政開支，提升效率，降低費用，並依據相關
政府政策爭取並享受了各項優惠及減免。

中企動力

中企動力基於超過20年的服務經驗，擁有滿足廣大中國企業經營管理數字化
需求的SaaS產品體系，構建了龐大的商務和本地化服務網絡，同時整合各行
業頭部合作夥伴共同搭建了企業服務生態市場，以專業的技術和全方位的服
務為中國企業提供企業數字化經營解決方案。

年內，中企動力主要有以下主要動作：

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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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累計已發展模版建站付費用戶過萬家。

第二，針對企業市場投放綫上化的趨勢，重新優化了原有的SEO業務，並與門
戶業務以及其他第三方產品整合成不同的產品組合和解決方案，年內，營銷
類產品增長了約22.45%，尤其第四季度同比2019年第四季度增長約70.68%。

第三，2020年中國出口數據顯著增長，客戶外貿營銷需求強勁，中企動力重新
優化了原有的外貿門戶和谷歌SEM業務，並整合其他第三方資源形成新的解
決方案，新的解決方案的推出獲得了市場的高度認可，客戶數量累計超過8,600
家。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業務回顧（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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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疫情對零售業態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中企動力加大了對於數字商
務業務的研發和市場推廣力度，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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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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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建立起綫上綫下一體化的
運營體系。年內，共新增客戶1,348個，同比2019年增長約239.43%。

新網

年內，新網繼續通過在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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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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綫，新增
Redis、RabbitMQ、雲備份、大數據等產品，滿足用戶對PaaS（平台即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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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商，助力中小微企業數字化轉型。

展望

本集團管理層認為，2021年「疫情防控」將繼續是整個社會的主旋律。宏觀層面，
國內經濟將逐步復蘇並恢復正常增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2021年中國GDP
增速約為8%）；由於國外疫情的蔓延，中國企業的出口業務將會繼續保持快速
增長。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業務回顧（續）

中企動力（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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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注意到，疫情將極大加速中國企業數字化轉型進程，未來將對企業的
品牌建設、渠道、零售、會員管理與互動等諸多環節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疫
情深刻改變了消費者的生活和消費習慣。綫上消費的種類和頻次將會大大增加，
原來到店消費也將更多的通過綫上下單及配送到家實現。綫上消費的人群迅
速擴大，網購不再是年輕人的專利，更多的老年人也將加入網購的行列。消
費者建立品牌認知的過程發生了極大的改變，原來綫下門店展示、廣告推送
的形式，逐漸變為主動獲取信息、觀看直播、形成相對封閉的社群。消費者行
為習慣的變遷將改變企業的經營行為和邊界：1、企業品牌將更加注重綫上展
示和綫上投放；2、隨著綫上流量的日益昂貴，低成本、可持續產生收益私域
流量運營、會員互動將會成為企業必須具備的經營能力；3、企業不僅自身需
要開展綫上銷售，更需要整合原有的綫下渠道和終端，協助他們完成綫上化
轉型；及4、零售門店將會更加重視在綫展示、在綫推廣、在綫交易、客戶關係
維護等數字化經營能力。

基於上述宏觀經濟、消費者消費習慣的變遷以及企業經營需求的變化，我們
將會作出以下戰略和業務層面的調整和舉措：

第一，向「數字營銷」轉型。我們將在現有門戶業務基礎上，繼續優化現有的
SEO業務，並整合第三方合作夥伴的產品能力例如SEM、自動營銷等，進一步
形成新的產品組合和解決方案，推動集團由建站服務商向數字營銷綜合服務
商轉型；及

第二，重點發力「數字商務」業務。我們認為自建電商入口是未來門店實現綫
上銷售、企業實現私域流量運營和消費者互動的重要手段，未來，我們將會
繼續大力推進「數字商務」業務的發展。我們希望2021年我們能夠成為該領域
的第一梯隊企業。

我們深知，完善的SaaS產品、高效的服務需要紥實的互聯網技術和數據平台
能力為支撑。未來，在深度理解不同行業客戶的商業場景的基礎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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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我們將以雲計算、業務中台、
SaaS應用為依托，大力發展數字營銷、數據分析、電商運營服務等能力，幫助
傳統行業客戶實現數字化轉型，更好的響應消費者需求變化、迎接數字化時
代的挑戰。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展望（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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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0年12月22日，南海與本公司訂立股權買賣協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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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辰
星科技發展（北京）有限公司（「辰星科技」）全部股權，代價為人民幣4.88億元（「辰
星科技交易」）。該等交易須待（其中包括）本公司獨立股東批准，方可作實。上
述交易完成後，辰星科技及其附屬公司之財務表現及財政狀況將併入本集團
之綜合財務報表綜合計算。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12月22日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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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本公司擁有人應
佔資產淨值約為15.566億港元（2019年：14.391億港元），包括現金及等同現金項
目約為2.651億港元（2019年：2.938億港元），主要以人民幣、美元及港元為單位。
於2020年12月31日，按固定利率計息之本集團銀行借貸約為0.372億港元（2019年：
0.335億港元）。年內，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利率對沖。

於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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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適用（2019年：不適用）。
本集團於2020年及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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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31日，除辰星科技交易外，本集團無資本承擔（2019年：無）。

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之或然負債約為0.217億港元（2019年：0.210億港元），
乃就一間聯營公司獲授信貸融資提供之擔保所致。

於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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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132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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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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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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有5,418名員工（2019年：
5,353 名員工）。截至2020 年12 月31 日止年度，員工之薪金及津貼共約為5.675億
港元（2019 年：約為6.579億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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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日期後事項

除財務報表附註14所披露及本公告所述者外，截至本公告日期，並無任何其
他重大報告期後事項。

末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已決議不建議宣派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任何末期股息（2019
年：無）。

股東周年大會

本公司股東周年大會將於2021年5月27日（星期四）在香港舉行（「股東周年大會」）。
股東周年大會通告會適時刊登並寄予股東。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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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將於2021 年5 月24日（星期一）至2021 年5 月27日（星期四）
（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以便釐定有權出席應屆股
東周年大會並可於會上投票之股東身份。擬辦理過戶登記者須將過戶文件連
同有關股票，於2021 年5 月21日（星期五）下午4 時30 分前，送達本公司之股份過
戶登記處卓佳雅柏勤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 號合和中心54 樓，
方能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會認為，截至2020 年12 月31 日止整個年度內及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
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 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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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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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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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數師及管
理層審閱本集團截至2020 年12 月31 日止年度之本業績公告及經審核綜合財務
報表，並檢討核數、財務監控、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制度事宜。

核數師進行之工作範疇

本公司核數師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立信德豪」）認為初步公
告所載有關本集團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狀況報表、綜合收
益表、綜合全面收益報表及其相關附註之數字，與本集團於截至2020年12月31
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數字一致。由於立信德豪於上述所進行
之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聘用
準則或香港核證聘用準則而進行之核證聘用，因此立信德豪並無對初步業績
公告作出任何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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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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期業績及年報發佈

本業績公告於香港聯交所及本公司網頁 (http://www.sino-i.com)內刊登。載有上
市規則附錄16所規定的全部相關所需資料的本公司2020年度年報將於適當時
候於香港聯交所及本公司網頁內刊登及向本公司股東寄發。

承董事會命
中國數碼信息有限公司

主席
劉榮

香港，2021年3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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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