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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展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呈列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連同二零
一七年同期之比較數字。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並未經審核，但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
會（「審核委員會」）審閱。

未經審核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人民幣列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收益 4 83,480 126,460

銷售成本  (70,576) (128,631)

毛利╱（毛損）  12,904 (2,171)

其他收益  1,495 910

分銷開支  (12,049) (9,291)

一般及行政費用  (13,525) (19,454)

其他經營開支  (4) (1)

經營虧損  (11,179) (30,007)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業績  – (17,713)

融資成本 5(i)a (898) (886)

除稅前虧損 5 (12,077) (48,606)

所得稅開支 6 (33) (2,333)

持續經營業務之本期間虧損  (12,110) (50,939)

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本期間虧損  – (11,919)

本期間虧損  (12,110) (62,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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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人民幣列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歸屬於：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持續經營業務  (8,321) (49,756)

　已終止經營業務  – (11,919)

  (8,321) (61,675)

 非控股權益
 持續經營業務  (3,789) (1,183)

  (3,789) (1,183)

本期間虧損  (12,110) (62,858)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人民幣元） 7

持續經營業務  (0.02) (0.10)

已終止經營業務  – (0.02)

第10頁至第44頁之附註為組成此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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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人民幣列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期間虧損 (12,110) (62,858)

本期間其他全面（開支）╱收益（除稅後）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境外業務財務報表換算之匯兌差異 236 4,697

因出售一間附屬公司時撥出匯兌儲備而
 作出重新分類調整 (1,034) –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匯兌差異 – 82

 (798) 4,779

本期間全面開支總額 (12,908) (58,079)

歸屬於：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9,135) (56,896)

　非控股權益 (3,773) (1,183)

本期間全面開支總額 (12,908) (58,079)

第10頁至第44頁之附註為組成此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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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以人民幣列示）

  於 於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 十二月
  三十日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969 560

無形資產  17,226 18,107

商譽 9 19,541 19,541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10 – –

遞延稅項資產  346 346

  38,082 38,554

流動資產
存貨  1,327 1,355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11 189,348 194,777

已抵押銀行存款  637 27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8,366 122,971

  299,678 319,380

總資產  337,760 357,934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12 26,080 35,249

借貸 13 30,217 27,742

本期稅項  4,913 5,363

  61,210 68,354

流動資產淨值  238,468 251,02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76,550 289,580

資產淨值  276,550 289,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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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以人民幣列示）

  於 於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 十二月
  三十日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4 44,711 44,711

儲備  127,102 136,359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171,813 181,070

非控股權益  104,737 108,510

權益總額  276,550 289,580

第10頁至第44頁之附註為組成此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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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人民幣列示）

 歸屬於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中國    非控股
 股本 股份溢價 其他儲備 法定儲備 匯兌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權益 權益總額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14）

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結餘 42,528 506,417 (8,440) 7,473 27,231 (317,624) 257,585 94,354 351,939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權益變動：
本期間虧損 – – – – – (61,675) (61,675) (1,183) (62,858)

其他全面收益 – – – – 4,779 – 4,779 – 4,779

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 – – – 4,779 (61,675) (56,896) (1,183) (58,079)

以配售方式發行股份 2,183 24,671 – – – – 26,854 – 26,854

股份發行開支 – (642) – – – – (642) – (642)

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結餘 44,711 530,446 (8,440) 7,473 32,010 (379,299) 226,901 93,171 320,072

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結餘 44,711 530,446 (8,440) 8,483 26,690 (420,820) 181,070 108,510 289,580
初始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9號之影響 – – – – – (122) (122) – (122)

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經調整結餘 44,711 530,446 (8,440) 8,483 26,690 (420,942) 180,948 108,510 289,458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權益變動：
本期間虧損 – – – – –  (8,321)   (8,321)   (3,789)   (12,110)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 – – – –  (1,034)  –  (1,034)  –  (1,034)
其他全面收益 – – – –  220  –  220   16   236 

本期間全面開支總額 – – – –  (814)   (8,321)   (9,135)   (3,773)   (12,908) 

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結餘  44,711   530,446   (8,440)   8,483   25,876   (429,263)   171,813   104,737   276,550

第10頁至第44頁之附註為組成此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之一部分。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9 企展控股有限公司   2018年中期報告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人民幣列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所用現金  (14,845) (64,689)

已付中國所得稅  (483) (2,992)

經營活動所用淨現金  (15,328) (67,681)

投資活動（所用）╱所得淨現金  (1,099) 1,335

融資活動所得淨現金  1,522 25,58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減少  (14,905) (40,763)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2,971 97,120

匯率變動之影響  300 2,967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8,366 59,324

第10頁至第44頁之附註為組成此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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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民幣列示）

1. 編製基準

本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
則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包括遵守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
所發佈之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並於二零一八年
八月二十九日獲授權刊發。

本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已按照二零一七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之相同會計政策
編製，不包括預期將於二零一八年年度財務報表中反映之會計政策變動。有關該
等會計政策之變動詳情載於附註2。

依照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須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
假設，而有關判斷、估計及假設會影響政策之應用及本年迄今為止之經呈報資產
及負債、收入及開支之金額。實際結果可能與該等估計金額有所出入。

本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包含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經挑選之詮釋性附註。該等附
註包括對理解本集團自刊發二零一七年年度財務報表以來就財務狀況及表現出現
之變動而言屬重大之事項及交易之解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其附註並不包
括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全套財務報表所需的所有資
料。

於本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作為過往呈報資料所載有關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在該財政年度之法定財務報表，
惟節錄自該等財務報表。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法定財務報表
於本公司之香港主要營業地點可供查閱。核數師已在其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三月
二十七日之報告中就該等財務報表發表無保留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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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民幣列示）

2. 會計政策之變動

(a) 概覽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已頒佈下列於本集團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之新訂國際財
務報告準則。其中，與本集團財務報表有關之發展如下：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來自客戶合約收益

–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22號，外幣交易及預付代價

本集團並無應用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任何新準則、修訂及詮釋。

本集團在金融資產的分類及信貸虧損的計量方面受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影響。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並無對本集團產生重大影響。會計政策
的變動詳情於附註2(b)（就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而言）及附註2(c)（就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而言）論述。

根據所選擇的過渡方法，本集團將初始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累計
影響確認為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的期初權益結餘調整。並無重列比較資
料。下表概述就綜合財務狀況表中受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影響的各項目
確認的期初結餘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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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民幣列示）

2. 會計政策之變動（續）

(a) 概覽（續）
  初始應用國際
 於二零一七年 財務報告準則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第9號的影響 一月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194,777 (122) 194,655

(b)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包括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修訂，
反向補償提前還款特徵）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取代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
量。其就有關確認及計量金融資產、金融負債及買賣非金融項目的部分合約
作出規定。

本集團已根據過渡規定對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存在的項目追溯應用國際財
務報告準則第9號。本集團已將初始應用的累計影響確認為於二零一八年一
月一日的期初權益調整。因此，繼續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呈報比較資
料。

下表概述過渡至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對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累計虧損的
影響。

 人民幣千元

累計虧損
就下列確認額外預期信貸虧損：
－按攤銷成本計量之金融資產 122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累計虧損增加淨額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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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民幣列示）

2. 會計政策之變動（續）

(b)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包括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修訂，
反向補償提前還款特徵）（續）

有關先前會計政策變動的性質及影響以及過渡法的進一步詳情載列如下：

(i)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分類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將金融資產分為三個主要類別：按攤銷成本、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及按公平值
計入損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計量。

該等分類取代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的類別，分別為持有至到期投資、貸
款及應收款、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計量的金融資產。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項下的金融資產分類乃基於管理金融資產的業
務模式及其合約現金流量特徵。

本集團持有的非股本投資分類為以下計量類別之一：

– 按攤銷成本，倘持有投資的目的為收取合約現金流量，即純粹為
獲得本金及利息付款。投資所得利息收入乃使用實際利率法計算；

–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可轉回，倘投資的合約現金流量僅
包括本金及利息付款，且投資乃於其目的為同時收取合約現金流
量及出售的業務模式中持有。公平值變動於其他全面收益確認，
惟預期信貸虧損、利息收入（使用實際利率法計算）及匯兌收益及
虧損於損益確認。當投資被取消確認，於其他全面收益累計的金
額從權益轉回至損益；或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倘投資不符合按攤銷成本計量或按公平值計
入其他全面收益（可轉回）的標準。投資的公平值變動（包括利息）
於損益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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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之變動（續）

(b)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包括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修訂，
反向補償提前還款特徵）（續）

(i)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分類（續）

股本證券投資分類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除非該股本投資並非以交易為
目的持有，且於初始確認投資時，本集團選擇指定該投資為按公平值計
入其他全面收益（不可轉回），以致公平值其後變動於其他全面收益確
認。該選擇乃按個別工具基準作出，惟僅可於該投資從發行人角度而言
符合權益定義時作出。倘作出該選擇，其他全面收益中累計的金額仍於
公平值儲備（不可轉回）中，直至出售投資為止。出售時，於公平值儲備
（不可轉回）累計的金額轉撥至保留盈利。該金額並不透過損益轉回。股
本證券投資產生的股息（不論其是否分類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或按公平
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不可轉回），均於損益中確認為其他收入。

所有金融負債的計量分類仍然相同，且所有金融負債於二零一八年一月
一日的賬面值並未受初始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影響。

下表列示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本集團各類金融資產的初始計量類
別，及對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釐定的該等金融資產賬面值與根據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釐定者進行對賬。

 於二零一七年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月一日
 根據國際  根據國際財務
 會計準則第39號  報告準則第9號
 釐定的賬面值 重新計量 釐定的賬面值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按攤銷成本列賬的金融資產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2,971 – 122,971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194,777 (122) 194,655
已抵押銀行存款 277 – 277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本集團並無指定或終止指定任何金融資產或金
融負債按公平值計入損益列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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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民幣列示）

2. 會計政策之變動（續）

(b)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包括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修訂，
反向補償提前還款特徵）（續）

(ii) 信貸虧損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以預期信貸虧損（「預期信貸虧損」）模式取代國
際會計準則第39號的「已產生虧損」模式。預期信貸虧損模式要求持續
計量金融資產相關的信貸風險，因此確認預期信貸虧損的時間較根據國
際會計準則第39號之「已產生虧損」會計模式確認的時間為早。

本集團將新預期信貸虧損模式應用於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包括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已抵押銀行存款以及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計量預期信貸虧損

預期信貸虧損乃信貸虧損之概率加權估計。信貸虧損以所有預期現金差
額（即根據合約應付本集團之現金流量與本集團預期收取之現金流量之
間的差額）之現值計量。於估計預期信貸虧損時考慮之最長期間為本集
團承受信貸風險之最長合約期間。

於計量預期信貸虧損時，本集團會考慮在無需付出過多成本或努力下即
可獲得的合理可靠資料。此項包括有關過往事件、現時狀況及未來經濟
狀況預測的資料。

預期信貸虧損採用以下基準計量：

– 12個月預期信貸虧損：預期於報告日期後12個月內可能發生的違
約事件而導致的虧損；及

– 全期預期信貸虧損：信貸虧損模式適用項目的預期年期內所有可
能違約事件而導致的預期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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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民幣列示）

2. 會計政策之變動（續）

(b)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包括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修訂，
反向補償提前還款特徵）（續）

(ii) 信貸虧損（續）

計量預期信貸虧損（續）

應收賬款之虧損撥備一直按等同於全期預期信貸虧損的金額計量。於報
告日期，該等金融資產的預期信貸虧損乃根據本集團的歷史信貸虧損經
驗使用撥備矩陣進行估計，並根據債務人的特定因素及對當前及預計一
般經濟狀況的評估進行調整。

就所有其他金融工具而言，本集團確認相等於12個月預期信貸虧損的虧
損撥備，除非金融工具的信貸風險自初始確認以來大幅上升，則在此情
況下，虧損撥備按相等於全期預期信貸虧損的金額計量。

信貸風險大幅上升

評估金融工具的信貸風險自初始確認以來有否大幅上升時，本集團會比
較於報告日期及於初始確認日期評估的金融工具發生違約的風險。作出
重新評估時，本集團認為，倘 ( i )借款人不大可能向本集團悉數支付其信
貸債務；或 (ii)金融資產已逾期，則構成違約事件。本集團會考慮合理可
靠的定量及定性資料，包括經驗及在無需付出過多成本或努力下即可獲
得的前瞻性資料。

尤其是，評估信貸風險自初始確認以來有否大幅上升時會考慮以下資
料：

－  未能按合約到期日期支付本金或利息；

－  金融工具外部或內部信貸評級（如有）的實際或預期顯著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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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民幣列示）

2. 會計政策之變動（續）

(b)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包括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修訂，
反向補償提前還款特徵）（續）

(ii) 信貸虧損（續）

信貸風險大幅上升（續）

－  債務人經營業績的實際或預期顯著惡化；及

－ 科技、市場、經濟或法律環境的目前或預期變動對債務人履行其
對本集團責任的能力有重大不利影響。

視乎金融工具的性質，信貸風險大幅上升的評估乃按個別基準或共同基
準進行。

倘評估為按共同基準進行，金融工具則按共同信貸風險特徵（如逾期狀
況及信貸風險評級）進行分組。

本集團於各報告日期重新計量預期信貸虧損，以反映金融工具的信貸風
險自初始確認以來發生的變動。預期信貸虧損金額的任何變動均會於損
益中確認為減值收益或虧損。

本集團確認所有金融工具的減值收益或虧損，並通過虧損撥備賬對其賬
面值作出相應調整。

金融資產信貸減值的證據包括以下可觀察事件：

－ 債務人出現嚴重財務困難；

－ 違反合約，如欠繳或拖欠利息或本金付款；

－ 借款人很有可能將告破產或進行其他財務重組；

－ 科技、市場、經濟或法律環境出現重大變動，對債務人有不利影
響；或

－ 由於發行人出現財務困難，證券活躍市場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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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民幣列示）

2. 會計政策之變動（續）

(b)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包括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修訂，
反向補償提前還款特徵）（續）

(ii) 信貸虧損（續）

撇銷政策

若日後實際上不可收回款項，本集團則會撇銷（部分或全部）金融資產的
總賬面值。該情況通常出現在本集團確定債務人並無資產或可產生足夠
現金流量的收入來源以償還應撇銷的金額。

隨後收回先前撇銷之資產於收回期間在損益內確認為減值撥回。

期初結餘調整

由於會計政策變動，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本集團已確認額外預期信
貸虧損約為人民幣122,000元，當中累計虧損增加約人民幣122,000元。

下表為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釐定的期
末虧損撥備與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釐定
之期初虧損撥備的對賬。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國際會計準則
 第39號釐定的虧損撥備 139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就下列確認的額外信貸虧損：
－應收賬款 122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9號釐定的虧損撥備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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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民幣列示）

2. 會計政策之變動（續）

(b)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包括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修訂，
反向補償提前還款特徵）（續）

(iii) 過渡

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導致的會計政策變動已被追溯應用，惟下
列所述者除外：

有關比較期間的資料尚未重列。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導致的金
融資產賬面值差額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於保留盈利中確認。因此，二
零一七年呈列的資料乃繼續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呈報，因此，可能
不可與本期間進行比較。

下述評估乃根據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本集團初始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第9號的日期）存在的事實及情況所作出：

–  釐定持有金融資產的業務模式。

倘於初始應用日期，就初始確認以來信貸風險是否存在顯著上升開展的
評估涉及過多成本或努力，則該金融工具確認全期預期信貸虧損。

(c)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來自客戶合約收益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建立確認來自客戶合約收益及若干成本的全面框
架。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取代國際會計準則第18號，收益，其中涵蓋銷
售貨物及提供服務而產生的收益。

本集團已選擇採用累計影響的過渡方法。因此，並未重列比較資料，且繼續
按照國際會計準則第18號進行呈報。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的允許下，
本集團僅將新規定應用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前尚未完成的合約。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20企展控股有限公司   2018年中期報告

（以人民幣列示）

2. 會計政策之變動（續）

(c)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來自客戶合約收益（續）

確認收益的時間點

過往，提供綜合商業軟件方案及買賣聯交所上市證券在估計消費期間按比例
進行確認。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收益於客戶取得合約中所承諾的貨物或服務
的控制權時確認。收益可能在某個時間點或在一段時間內確認。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第15號識別以下所承諾貨物或服務的控制權被視為在一段時間內轉移
的三種情況：

(a) 當實體履約時，客戶同時收到及使用實體履約所提供的利益時；

(b) 當實體履約創造或改良一項於資產被創造或改良時由客戶控制的資產
（如在建工程）時；

(c) 當實體的履約並無創造對實體而言具替代用途的資產，且該實體對迄今
完成的履約付款具有可執行權利時。

倘合約條款及實體活動並不屬於該等三種情況的任何一種，則根據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第15號，實體於某一指定時間點（即控制權轉移時）就銷售貨物或服
務確認收益。所有權風險及回報的轉移僅為釐定控制權轉移時發生的其中一
項指標。

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對本集團何時確認提供綜合商業軟件方案及買
賣聯交所上市證券產生的收益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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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之變動（續）

(d)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22號，外幣交易及預付代價

該詮釋為確定「交易日期」提供指引，確定「交易日期」的目的為確定實體以外
幣收取或支付預付代價的交易中初始確認相關資產、支出或收入（或其部分）
時使用的匯率。

該詮釋澄清「交易日期」為初始確認因支付或收取預付代價而產生的非貨幣性
資產或負債之日。倘確認有關項目前存在多筆付款或收款，每筆付款或收款
的交易日期應按該方式釐定。採納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22號對本集團
的財務狀況及財務業績並無產生任何重大影響。

3. 分部報告

本集團按分部管理其業務，各分部主要按業務範疇組成。按與就分配資源及評估
表現向董事會內部呈報資料一致之方式，本集團已呈列三個主要可呈報分部。截
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出售經營本集團移動營銷業務的正
峰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正峰集團」）的全部股權。並無合併經營分部以組成下
列可呈報分部。

持續經營業務：

• 軟件業務：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及香港提供綜合商業軟件方案。

• 交易及投資業務：買賣於聯交所上市之證券。

已終止經營業務：

• 移動營銷業務：在中國及香港提供移動營銷項目、諮詢、創意及技術服務、
移動廣告服務及移動遊戲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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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報告（續）

(a)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為評估分部表現及配置於分部間之資源，董事會按以下基準監控各可呈報分
部之業績、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包括全部有形資產、無形資產及流動資產，惟遞延稅項資產及其他
企業資產除外。分部負債包括個別分部銷售活動應佔之應付賬款及應計費
用，以及分部直接管理之借貸。

收益及開支乃參照該等分部產生之銷售及開支或因該等分部應佔之資產折舊
或攤銷以其他方式產生之開支，分配至各可呈報分部。

用於報告分部虧損之衡量指標為「經調整除稅前虧損」。經調整除稅前虧損乃
扣除並無明確歸於個別分部之項目（如董事及核數師酬金及其他總辦事處或
企業行政成本）前之本集團虧損。

除接收經調整除稅前虧損之分部資料外，董事會獲提供有關收益、由分部直
接管理之現金結餘及借貸所產生之利息收入及開支、由分部營運使用之非流
動分部資產折舊、攤銷、商譽減值虧損撥備及添置之分部資料。

下文所報告之分部收益指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於本期間內並無分部間銷售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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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報告（續）

(a)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續）

於期內就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而言向董事會提供之有關本集團可呈報分
部之資料載列如下。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軟件業務 交易及投資業務 其他 小計 移動營銷業務 總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82,865 155,883 – – 615 229 83,480 156,112 – 4,881 83,480 160,993

投資收入及虧損淨額 – – – (29,652) – – – (29,652) – – – (29,652)

可呈報分部收益 82,865 155,883 – (29,652) 615 229 83,480 126,460 – 4,881 83,480 131,341

可呈報分部（虧損）╱溢利

　（經調整除稅前（虧損）╱溢利） (9,078) 7,186 – (29,658) 134 49 (8,944) (22,423) – (11,919) (8,944) (34,342)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54 146 – – – – 54 146 – – 54 146

利息支出 717 642 – – – – 717 642 – 7 717 649

折舊及攤銷 1,231 895 – – 18 – 1,249 895 – 152 1,249 1,047

商譽減值虧損撥備 – – – – – – – – – 8,825 – 8,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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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報告（續）

(a)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續）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軟件業務 交易及投資業務 其他 小計 移動營銷業務 總計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 十二月 六月 十二月 六月 十二月 六月 十二月 六月 十二月 六月 十二月
 三十日 三十一日 三十日 三十一日 三十日 三十一日 三十日 三十一日 三十日 三十一日 三十日 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可呈報分部資產 305,511 320,959 – – 14,744 14,693 320,255 335,652 – – 320,255 335,652

本期間╱本年度添置
 非流動分部資產 824 9,580 – – – 95 824 9,675 – 41 824 9,716

可呈報分部負債 47,760 53,349 – – 263 673 48,023 54,022 – – 48,023 54,022

(b) 可呈報分部收益、損益、資產及負債之對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可呈報分部收益 83,480 131,341

已終止經營業務對銷 – (4,881)

持續經營業務之綜合收益 83,480 126,460

除稅前虧損
產生自本集團外部客戶之可呈報分部虧損 (8,944) (22,423)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業績 – (17,713)

未分配總辦事處及企業開支 (3,133) (8,470)

持續經營業務之除稅前綜合虧損 (12,077) (48,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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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報告（續）

(b) 可呈報分部收益、損益、資產及負債之對賬（續）

 於 於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 十二月
 三十日 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可呈報分部資產 320,255 335,652

遞延稅項資產 346 346

未分配總辦事處及企業資產 17,159 21,936

綜合總資產 337,760 357,934

負債
可呈報分部負債 48,023 54,022

未分配總辦事處及企業負債 13,187 14,332

綜合總負債 61,210 68,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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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報告（續）

(c) 地區資料

下表載列有關 ( i )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之持續經營業務之收益；及 ( i i )本集團之
物業、廠房及設備、無形資產、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及商譽（「指定非流動
資產」）之所在地資料。客戶之所在地是按照提供服務或交付貨品之地點劃
分。如屬於物業、廠房及設備，指定非流動資產之所在地是按照該資產之實
際所在地劃分；如屬於無形資產、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及商譽則按照其所
分配至之營運地點劃分。

 來自外部客戶之 指定
 收益╱（虧損） 非流動資產
 截至六月三十日 於 於
 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 82,865 155,883 37,619 38,059

香港 615 (29,423) 117 149

 83,480 126,460 37,736 38,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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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提供綜合商業軟件方案及買賣上市證券。於截至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將其移動營銷業務認別為已終止經營業務。

期內確認之各主要收益類別之金額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軟件維護及其他服務 77,816 143,158

軟件產品及其他銷售 5,049 12,725

交易證券之已變現及未變現淨虧損 – (29,652)

其他 615 229

 83,480 126,460

已終止經營業務
移動營銷服務 – 4,881

 83,480 131,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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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虧損

(i) 持續經營業務之除稅前虧損已扣除以下項目：

(a)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借貸之利息支出 898 886

(b) 員工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15,657 13,508

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之供款 703 1,033

 16,360 14,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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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虧損（續）

(i) 持續經營業務之除稅前虧損已扣除以下項目：（續）

(c) 其他項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存貨成本 28 1,004

無形資產攤銷 881 343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80 59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淨虧損 4 143

物業經營租賃費用 1,689 2,556

應收賬款虧損撥備 184 67

(ii)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除稅前虧損已扣除以下項目：

(a)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借貸之利息支出 – 6

銀行透支利息 – 1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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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虧損（續）

(ii)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除稅前虧損已扣除以下項目：（續）

(b) 員工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 4,457

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之供款 – 180

 – 4,637

(c) 其他項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 15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淨虧損 – 873

物業經營租賃費用 – 440

商譽減值虧損撥備 – 8,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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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期稅項－中國 33 2,333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維京群島（「英屬維京群島」）之規則及規例，本集團毋須繳納
開曼群島及英屬維京群島之任何所得稅。

中國所得稅撥備乃根據按中國相關所得稅規則及規例釐定之中國境內附屬公司各
自適用之企業所得稅稅率計算。其中國附屬公司之法定所得稅稅率為25%。

北京東方龍馬軟件發展有限公司已獲稅務機關認定為高技術企業，可於截至二零
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享受15%之優惠所得稅稅率。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香港利得稅按本期
間估計應課稅溢利的16.5%計提撥備。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來自
香港的應課稅溢利或可抵銷應課稅溢利的承前稅項虧損，因此並無就香港利得稅
計提撥備。

該等稅率已用於計算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之
遞延稅項資產及負債。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32企展控股有限公司   2018年中期報告

（以人民幣列示）

7.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

持續經營業務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
乃根據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持續經營業務之虧損約人民幣12,110,000元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50,939,000元）及於中期期間已
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526,508,982股（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505,652,628股）而計算。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
根據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約人民幣11,919,000元及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505,652,628股而計算。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並無任何已發行之具潛在攤薄作用之普通股（二零一七
年六月三十日：無）。

8.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購機器、設備及工具之項目，成
本約為人民幣824,000元（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293,000

元）。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出售賬面淨值約為人民幣35,000

元之機器、設備及工具之項目（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1,131,000元），致使出售虧損約人民幣4,000元（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人民幣1,01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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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商譽

 人民幣千元

成本：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19,541

累計減值虧損：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

賬面值：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19,541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9,541

包含商譽之現金產生單位（「現金產生單位」）之減值測試

商譽分配至以下根據經營所在國家及經營分部識別的本集團現金產生單位：

 於 於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 十二月
 三十日 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軟件業務－中國 19,541 19,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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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商譽（續）

軟件業務－中國

現金產生單位之可收回金額乃根據使用價值之計算而釐定。可收回金額之關鍵假
設為相關現金流量預測、收益增長率及所用折現率。該等計算乃使用根據經管理
層批准之五年期財務預算編製之現金流量預測而計算。超過五年期之現金流量則
按估計加權平均增長率3%（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推算。收益增長
率乃根據過往表現、當前行業趨勢及管理層對市場發展的預測計算。所用之增長
率不超過現金產生單位經營業務之長期平均增長率。現金流量以折現率22%（於二
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0.9%）折現。所用折現率為稅前折現率，並反映與相
關分部有關之特定風險。

移動營銷業務－香港

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鑒於移動營銷業務表現日
益倒退且虧損嚴重，董事確認需要就收購移動營銷業務所產生之商譽作出減值，
乃由於根據獨立估值師之估值報告計算得出的現金產生單位的可收回金額低於其
賬面總值。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出售經營本集團移動營銷業務的
正峰集團的全部股權。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於綜合損益表確認之商譽減值虧損約為人
民幣8,825,000元，而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賬面值為零。

董事認為包含商譽之移動營銷業務已減至其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之可收回金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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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已發行股本╱ 本集團 本集團
 註冊成立╱ 繳足資本 持有的所有權 持有的
附屬公司名稱 營業地點 詳情 權益比例 投票權比例 主要活動

寶添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香港 28股普通股 28% 28% 投資控股
 （「寶添」）

寶添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而其集團主要從事 ( i )將歌庫之歌曲製作及改編為卡拉
OK音樂及在中國管理及許可使用相關版權；及 ( i i )在中國為卡拉OK場所提供有關
中國卡拉OK音樂製品之信息系統服務及卡拉OK內容管理服務。

由於中國娛樂活動競爭激烈，卡拉OK業務表現不如預期。寶添於截至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蒙受嚴重虧損。

 於 於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 十二月
 三十日 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上市投資成本 – 63,230

分佔收購後業績收益及其他
 全面開支，扣除已收股息 – (63,230)

於六月三十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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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續）

本集團分佔一間聯營公司的業績已確認，惟以投資賬面值為限，乃由於並無責
任承擔超出投資金額的任何虧損。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未確認分佔虧損及累計未確認分佔虧損分別約為人民幣4,425,000元及約人民幣
4,425,000元。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寶添不再為本集團聯營公司，乃因出售Fine Time 

Global Limited（即寶添的直接控股公司及本公司的直接全資附屬公司）所致。

經作出任何會計政策的差異調整，並在綜合財務報表賬面值對賬的聯營公司財務
資料概要披露如下：

 於 於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 十二月
 三十日 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集團應佔業績 – (64,516)

本集團應佔其他全面收益 – 4

本集團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 (64,512)

本集團於一間聯營公司權益的賬面總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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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於 於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 十二月
  三十日 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賬款  67,757 78,726

減：虧損撥備  (445) (139)

 (i) 67,312 78,587

應收貸款  12,821 14,511

減：虧損撥備  – (1,859)

 (ii)及 (iii) 12,821 12,652

給予供應商之預付款項 (iv) 82,012 81,550

保證金及其他應收款  27,203 21,988

  109,215 103,538

  189,348 194,777

所有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預期將於一年內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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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續）

附註：

(i) 截至報告期末，應收賬款（計入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中）根據發票日期（或收益確認日期，以較早
者為準）及扣除虧損撥備後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 於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1個月以內 51,948 64,952

超過1個月但於3個月以內 5,959 4,922

超過3個月但於1年以內 4,699 4,821

超過1年但於2年以內 3,527 2,274

超過2年 1,179 1,618

 67,312 78,587

(ii) 於報告期末，應收貸款之到期概況（按彼等之合約到期日餘下期間分析）如下：

 於 於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於以下期限內償還  
　於1個月以內 4,217 –

　超過1個月但於3個月以內 – –

　超過3個月但於1年以內 8,604 12,652

 12,821 12,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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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續）

附註：（續）

(iii) 截至報告期末，應收貸款（計入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中）根據支用貸款日期及扣除虧損撥備後之
賬齡分析如下：

 於 於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1個月以內 – –

超過1個月但於3個月以內 – –

超過3個月但於1年以內 8,604 8,490

超過1年但於2年以內 4,217 4,162

 12,821 12,652

(iv) 該等預付款項並無抵押、不計息及在日後向供應商採購時將可用於抵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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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於 於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 十二月
 三十日 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賬款 8,887 10,246

非貿易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16,017 20,390

其他應付稅項 1,176 4,613

 26,080 35,249

所有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預期將於一年內結清。

截至報告期末，應付賬款（計入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
如下：

 於 於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 十二月
 三十日 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1個月以內到期或按要求 7,592 8,907

1個月以後但3個月以內到期 1,125 –

3個月以後但6個月以內到期 130 –

6個月以後但1年以內到期 40 1,339

 8,887 10,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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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借貸

 於 於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 十二月
 三十日 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借貸：
無抵押借貸 4,217 4,162

有抵押銀行貸款 26,000 23,580

 30,217 27,742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無抵押借貸按年利率9%（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9%）計息。銀行貸款按年利率4.785%至5.82%（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4.785%至5.82%）計息，並由一間中國附屬公司提供之企業擔保及不少於人
民幣8,000,000元的若干應收賬款作抵押。所有借貸須於一年內或按要求償還。

14. 股本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股份數目 港元金額 股份數目 港元金額

法定：
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通股  10,000,000,000 1,000,000,000 10,000,000,000 1,000,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一月一日  526,508,982 52,650,898 501,508,982 50,150,898

發行配售股份 (i)  – – 25,000,000 2,500,000

於六月三十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526,508,982 52,650,898 526,508,982 52,650,898

   人民幣   人民幣
   等價金額   等價金額

   44,711,310  44,71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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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股本（續）

(i) 發行配售股份

根據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之配售協議，合共25,000,000股每股面
值0.1港元之普通股已按配售價每股配售股份1.23港元發行。配售導致股本及
股份溢價賬（扣除股份發行開支）分別增加約2,500,000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
2,183,000元）及約27,515,000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24,029,000元）。

15. 按公平值計量之金融工具

(a) 按公平值計量之金融資產及負債

公平值層級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金融工
具於報告期末按經常性基準計量，並分類為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平值
計量所定義的三級公平值架構。將公平值計量分類的層級乃經參考以下估值
方法所用輸入數據的可觀察性及重要性後釐定：

• 層級一估值：僅使用層級一輸入數據（即於計量日期同類資產或負債於
活躍市場的未經調整報價）計量的公平值。

• 層級二估值：使用層級二輸入數據（即未能達到層級一的可觀察輸入數
據）且並非使用重大不可觀察輸入數據計量的公平值。不可觀察輸入數
據為不可用市場數據的輸入數據。

• 層級三估值：使用重大不可觀察輸入數據計量的公平值。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層級一與層級二之間的轉撥，或
撥入或撥出層級三（二零一七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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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按公平值計量之金融工具（續）

(b) 不以公平值入賬之金融資產及負債的公平值

董事認為，本集團以攤銷成本列賬之金融工具的賬面值與二零一八年六月
三十日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公平值並無重大差異。

16. 承擔

(i)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資
本承擔。

(ii) 經營租賃承擔

於報告期末，有關物業之不可撤銷經營租賃下之未來最低租金付款總額如
下：

 於 於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 十二月
 三十日 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年以內 2,232 2,794

一年以上至兩年 419 601

 2,651 3,395

期內，本集團以經營租賃租用若干物業。該等租賃不包括或有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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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關聯方交易

(a)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與本集團關聯方訂立任何
重大交易。

(b) 關鍵管理人員是指有權利和責任直接或間接規劃、指導和控制本集團活動之
人員（包括本集團之董事及監事）。關鍵管理人員之報酬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短期僱員福利 905 1,029

離職後褔利 18 22

 923 1,051

18. 比較數字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於綜合財務報表所載出售附屬公司完
成後，正峰集團的移動營銷業務構成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持作出售的非流動
資產及已終止經營業務」項下的已終止經營業務，而若干可資比較數字已重新呈
列，藉以反映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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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益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持續經營業務之收益約人民幣
83,480,000元（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26,460,000元），包括
( i )軟件維護及其他服務收益約人民幣77,816,000元（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人民幣143,158,000元）；( i i )軟件產品及其他銷售收益約人民幣5,049,000元（截至
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2,725,000元）；及 ( i i i )交易證券的已變現及
未變現虧損淨額為零（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人民幣29,652,000

元）。軟件業務的收益減少乃由於客戶加快從傳統數據庫向新一代非結構數據庫的轉型
所致。

毛利╱（毛損）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持續經營業務之毛利約人民幣
12,904,000元（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毛損人民幣2,171,000元）。期內
本集團軟件業務毛利率約為15%，而二零一七年同期約為17%。毛利率下降主要由於
銷售成本增加而合約價值保持穩定以維持業務競爭力所致。

融資成本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持續經營業務之融資成本約為人民幣898,000元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886,000元）。融資成本增加乃由於借貸
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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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及行政費用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之一般及行政費用約為人民
幣13,525,000元（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9,454,000元）。一般
及行政費用減少主要由於員工成本減少所致。

減值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就本集團之商譽確認減值（截至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8,825,000元）。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業績

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分佔一間聯營公司之任何業績（截
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約人民幣17,713,000元），乃因分佔一間聯營
公司虧損超過於該聯營公司之權益，本集團終止確認其分佔進一步虧損。

本期間虧損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持續經營業務之虧損約人民幣
12,110,000元（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50,939,000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的營運資金由經營及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撥付。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
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人民幣108,366,000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
民幣122,971,000元）。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約為4.90倍（二零
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67倍）；及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的淨資產負債比
率為不適用（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不適用），原因是本集團擁有的現金超過計
息借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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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

本集團的收益主要以人民幣計值，且現時毋須進行有關對沖。

資產質押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除為擔保本集團貿易融資信
貸而質押銀行存款及涉及有抵押銀行借貸不低於人民幣8,000,000元的若干應收賬款
外，本集團並無質押其他資產及銀行存款以取得一般銀行融資或短期銀行借貸。

資本架構

本集團管理其資本，以確保本集團的實體能夠持續經營，同時透過優化債務及股權平
衡以最大限度地提高股東回報。本集團的資本架構包括債務（包括借貸）及本公司擁有
人應佔權益（包括已發行股本、股份溢價、保留盈利及其他儲備）。本集團管理層通過
考慮資本成本及與各類資本相關的風險審視資本架構。有鑑於此，本集團將透過支付
股息、發行新股及贖回現有債務而平衡其整體資本架構。期內，本集團的整體策略維
持不變。

重大投資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作出任何重大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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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作出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
或聯營公司。

後續事項

本集團於報告期末後並無發生任何重大後續事項。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134名（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175名）全職僱
員。僱員之薪酬待遇乃經參考彼等之表現、經驗、於本集團之職位、職責及責任以及
當時市況而釐定。本集團持續向中國員工提供由中國地方政府運營之國家管理社會福
利計劃規管之退休、醫療、工傷、就業及生育福利。此外，本集團向所有香港合資格
僱員提供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或有負債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並無任何重大或有負債（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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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持續經營業務之收益約人民幣
83,480,000元（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26,460,000元），減少約
34%。有關減少主要由於與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比較，本集團軟件業
務收益減少所致。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軟件業務收益約為人民幣82,865,000元（截至二
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55,883,000元），減少約47%。有關減少乃由
於客戶加快從傳統數據庫向新一代非結構數據庫的轉型所致。

前景

十多年來，本集團的軟件業務已為中國企業客戶提供有關故障排除、健康檢查、生命
周期管理、功能升級及版本管理的數據庫軟件及工程服務，而本集團的軟件業務於企
業軟件行業領域佔有重大的市場份額且為強大的品牌。儘管本集團的軟件業務由於客
戶加快從傳統數據庫向新一代非結構數據庫的轉型而有所放緩，本集團將透過引進新
產品及服務致力維持其競爭力。除軟件業務外，本集團亦從事上市證券買賣。

本集團正發掘將本集團現有資訊科技服務於金融服務行業的整合機會。本集團對金融
服務業的增長機遇持樂觀態度，該等機遇可為本集團進一步拓寬收入來源及帶來長期
利益。

於二零一七年五月，本公司訂立購股協議（經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的補充協
議所補充）以收購浩豐證券投資有限公司（「浩豐」），該公司主要從事證券經紀業務及獲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發牌從事證券及期貨條例項下第1類（買賣證券）
受規管活動。本集團一直積極物色本集團現有資訊科技服務於金融服務行業的整合機
會，包括但不限於提供金融經紀、資產管理、融資租賃及投資管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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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本公司與信智亞洲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作為買方）
及太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中國太平保險控股有限公司（「太平」）之全資附屬公司）（作為
賣方）訂立買賣協議，以收購太平証券（香港）有限公司（「太平証券」）50%已發行股本
（「收購事項」）。太平証券主要從事證劵買賣及經紀業務以及證券保證金融資業務及獲
證監會發牌從事證券及期貨條例項下第1類（買賣證券）受規管活動。

收購事項將透過整合技術、知識和專長以及擴大客戶群，與太平建立戰略同盟，創造
經紀業務的協同效應。本集團計劃將太平証券定位為以機構及大型投資者為目標，而
浩豐將專注於個人及零售客戶。鑒於太平証券的品牌名稱及悠久的經營歷史，本集團
及浩豐均可透過共享營運專才及跨公司協同效應受惠。此外，太平証券的客戶群及其
經紀業務之規模可提升本集團於證券業的企業形象及地位。董事認為太平將成為本集
團於收購太平証券完成後擴充及發展策略上寶貴的夥伴。本集團將能夠借助太平的品
牌效應、龐大的網絡、財務資源及投資專才，從而支撐其於中國的增長策略。董事認
為，收購事項將有助於本集團將其現有資訊科技專長與太平証券的金融服務整合，方
式為本集團在金融服務行業及現有資訊科技行業以及其大數據資源中將產生協同效應
以及互補關係，並將支援本集團穩定、長遠的發展。倘與太平的合作為本集團的成功
突破，未來本集團可能考慮包裝其經改進的金融科技產品及向其他金融機構及╱或其
他商業公司推廣，以增加其於香港的覆蓋面及市場份額，並拓闊其收入來源。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七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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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資料變動

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予以披露之董事變動資料載列下文：

董事姓名 變動

白雪飛先生 (1) 於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七日辭任仁天科技控股
執行董事   有限公司（一間於聯交所上市之公司，股份代號：

885）之執行董事

 (2)  已於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七日獲委任為嘉年華國際
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聯交所上市之公司，股份
代號：996）之執行董事

李偉君先生 (1) 自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起獲委任為TL Natural

獨立非執行董事   Gas Holdings Limited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其股份
自二零一八年五月十八日起在聯交所GEM上市
（股份代號：8536）

 (2) 已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日獲委任為中國
綠寶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聯交所上市之公
司， 股 份 代 號：6183）之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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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之股份權益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概無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
（定義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
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有關條文而
被當作擁有或被視為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錄於該
條例所指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
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所須之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據本公司全體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所知，於本公司股份或
相關股份中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之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
或淡倉之人士（除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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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之權益及淡倉（續）

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總額

   所持股份數目╱
股東名稱 權益性質 好倉╱淡倉 佔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比

中國太平保險控股有限 受控法團權益 好倉 208,986,168

 公司（「中國太平」）   (39.69%)

 （附註1）
 擁有股份抵押 好倉 203,854,292

  權益之人士  (38.72%)

太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好倉 208,986,168

 （「太平金融」）（附註1）   (39.69%)

 擁有股份抵押 好倉 203,854,292

  權益之人士  (38.72%)

中國保險集團財務有限 擁有股份抵押 好倉 203,854,292

 公司（「中國保險」） （附註1）  權益之人士  (38.72%)

景百孚（「景先生」） （附註2） 受控法團權益 好倉 305,329,792

   (57.99%)

  淡倉 203,854,292

   (3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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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之權益及淡倉（續）

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總額（續）

   所持股份數目╱
股東名稱 權益性質 好倉╱淡倉 佔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比

Sino Wealthy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好倉 42,682,000

 （「Sino Wealthy」） （附註2）   (8.11%)

  淡倉 17,182,000

   (3.26%)

仁天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受控法團權益 好倉 227,006,292

 （「仁天」） （附註2）   (43.12%)

  淡倉 203,854,292

   (38.72%)

附註：

1. 中國保險由太平金融全資擁有，而太平金融由中國太平全資擁有。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中國太
平被視為於太平金融及中國保險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股份」）中擁有權益。

2.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景先生被視為於 (i)透過Affluent Start Holdings Investment Limited（「Affluent Start」）
持有的60,435,500股股份；(ii)透過Mystery Idea Limited（「Mystery Idea」）持有的4,000,000股股份；
(iii)透過Elite Mile Investments Limited（「Elite Mile」）持有的11,540,000股股份；(iv)透過Sino Wealthy持
有的42,672,000股股份及17,182,000份淡倉；及 (v)透過Luck Success Development Limited持有的
186,672,292股股份及186,672,292份淡倉中擁有權益。Affluent Star、Mystery Idea及Elite Mile均由景
先生全資擁有。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Sino Wealthy由Bramwood Holdings Limited全資擁有，而
Bramwood Holdings Limited及Luck Success均由Gauteng Focus Limited全資擁有，Gauteng Focus 

Limited由仁天全資擁有，後者由景先生間接擁有約55.97%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誠如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
須存置之本公司登記冊所記錄，並無其他人士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或
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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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已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採納購股權計劃
（「該計劃」）。該計劃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五日之通函。根據
該計劃，董事會可酌情向任何董事或合資格人士（如該計劃所定義）授出購股權以供彼
等認購本公司股份，作為挽留本集團人才之獎勵。本公司自採納該計劃以來並無授出
任何購股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
贖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確認
全體董事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企業管治常規

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透過確保妥當運作及檢討本集團業
務之適當監督及管理程序以及建立良好企業管治常規及程序，一直致力於向其股東履
行其責任。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企業管治守
則」）中的守則條文作為其企業管治守則。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
公司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所有相關守則條文，惟偏離守則條文第A.4.1條及第
D.1.4條除外，有關偏離於下文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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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續）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4.1條規定，非執行董事之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予重
選。獨立非執行董事胡競英女士之任期已於二零一三年屆滿，其後彼並無獲指派特定
任期，惟彼須根據本公司之章程細則（「細則」）至少每三年輪值退任一次。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D.1.4條規定，本公司應有正式董事委任書，訂明有關彼
等委任之主要條款及條件。本公司並無向主席兼執行董事林啟泰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
事胡競英女士發出正式委任書。然而，彼等須根據細則至少每三年輪值退任一次。再
者，董事於履行彼等作為本公司董事之職責及責任時已遵循由公司註冊處發出之《董事
責任指引》及由香港董事學會出版之《董事指引》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指南》（如適用）中列
明之指引。此外，董事積極遵守法規及普通法之規定、上市規則、法律及其他監管規
定及本公司之業務及管治政策。

除上文所述者外，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遵守企
業管治守則所載之所有相關守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現時由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胡競英女士（主席）、劉健先生及李偉君先
生）組成。審核委員會主要職責為檢討及監督財務申報程序、檢討本集團之風險管理及
內部監控制度。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
審核中期業績。

承董事會命
企展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林啟泰先生

香港，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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