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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企展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連同二零一九
年同期之比較數字。未經審核中期報告並未經審核，但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
委員會」）審閱。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4 30,424 40,483
銷售成本 (23,880) (32,076)
    

毛利 6,544 8,407
其他收益 162 159
分銷開支 (9,363) (11,382)
一般及行政費用 (6,399) (14,722)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 
金融資產的公平值變動 (2,219) –

    

經營虧損 (11,275) (17,538)
融資成本 5(a) (673) (885)
    

除稅前虧損 5 (11,948) (18,423)
所得稅抵免 6 72 –
     

本期間虧損 (11,876) (18,423)
    

歸屬於：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8,895) (12,404)
非控股權益 (2,981) (6,019)

    

本期間虧損 (11,876) (18,423)
    

人民幣 人民幣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 7 (0.01)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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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期間虧損 (11,876) (18,423)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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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75)
   

146 (75)
   

本期間全面虧損總額 (11,730) (18,498)
   

歸屬於：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8,776) (12,511)
非控股權益 (2,954) (5,987)

   

本期間全面虧損總額 (11,730) (18,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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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
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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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7 432
無形資產 10,810 10,462
使用權資產 9 1,914 3,134
遞延稅項資產 346 346
    

14,397 14,374
    

流動資產
存貨 937 937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10 11,090 –
合約資產 13,963 16,464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11 132,218 91,49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799 64,766
    

170,007 173,665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12 11,694 23,460
合約負債 910 1,042
租賃負債 9 1,413 2,378
計息借貸 13 14,633 16,214
本期稅項 2,676 2,781
    

31,326 45,875
    

流動資產淨值 138,681 127,79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53,078 142,164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9 560 821
    

資產淨值 152,518 141,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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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
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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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03 44,711
儲備 29,554 24,917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83,757 69,628
非控股權益 68,761 71,715
    

權益總額 152,518 141,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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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歸屬於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股本 股份溢價 其他儲備
中國法定

儲備 匯兌儲備 累計虧損 分計 非控股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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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結餘 44,711 530,446 (8,440) 8,483 22,997 (446,698) 151,499 93,947 245,446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權益變動

本期間虧損 – – – – – (12,404) (12,404) (6,019) (18,423)
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 – – – (107) – (107) 32 (75)
          

本期間全面虧損總額 – – – – (107) (12,404) (12,511) (5,987) (18,498)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結餘 
（未經審核） 44,711 530,446 (8,440) 8,483 22,890 (459,102) 138,988 87,960 226,948

          

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結餘 44,711 530,446 (8,440) 8,483 22,989 (528,561) 69,628 71,715 141,343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權益變動

本期間虧損 – – – – – (8,895) (8,895) (2,981) (11,876)
其他全面收益 – – – – 119 – 119 27 146
          

本期間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 – – – 119 (8,895) (8,776) (2,954) (11,730)
          

與擁有人之交易
供款及分派
發行新股份，扣除開支（附註14） 9,492 13,413 – – – – 22,905 – 22,905
          

9,492 13,413 – – – – 22,905 – 22,905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結餘 
（未經審核） 54,203 543,859 (8,440) 8,483 23,108 (537,456) 83,757 68,761 152,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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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所用現金 (56,957) (69,357)
已付中國所得稅 (33) (296)
   

經營活動所用淨現金 (56,990) (69,653)

投資活動所用淨現金 (15,452) (2,465)

融資活動所得（所用）淨現金 19,281 (11,41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減少 (53,161) (83,536)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4,766 96,446

匯率變動之影響 194 (70)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799 12,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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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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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二零二零年
八月二十八日獲授權刊發。

本未經審核中期報告已按照二零一九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之相同會計政策編
製，不包括預期將於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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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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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及其附註並不包括根
據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全套
財務報表所需的所有資料。

於本未經審核中期報告作為過往呈報資料所載有關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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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於本公司之
香港主要營業地點可供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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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 會計政策之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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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有關之發展如下：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 重大的定義
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及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業務的定義

採納該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並未對本集團會計政策及當期及過往期間呈報
金額造成重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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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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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呈列一個主要可呈報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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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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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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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息借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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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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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
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分部間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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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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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件業務 其他 總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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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30,289 39,739 135 744 30,424 40,483
       

可呈報分部收益 30,289 39,739 135 744 30,424 40,483
       

可呈報分部虧損
經調整除稅前虧損 (7,522) (16,519) (2,681) (32) (10,203) (16,551)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9 24 – – 9 24
利息支出 (404) (693) – – (404) (693)
折舊及攤銷 (2,234) (2,715) (3) (11) (2,237) (2,726)
       

軟件業務 其他 總計
   

於
二零二零年

六月
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零年

六月
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零年

六月
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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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540 186,177 16,518 589 183,058 186,766
       

可呈報分部負債 25,670 40,172 – – 25,670 40,172
       

於報告期添置非流動分部資產 1,682 8,202 589 – 2,271 8,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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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3. 分部報告（續）

(b) 可呈報分部收益、虧損、資產及負債之對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可呈報分部收益 30,424 40,483
   

除稅前虧損
產生自本集團外部客戶之可呈報分部虧損 (10,203) (16,551)
未分配總辦事處及企業開支 (1,745) (1,872)
   

除稅前綜合虧損 (11,948) (18,423)
   

二零二零年
六月
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可呈報分部資產 183,058 186,766
遞延稅項資產 346 346
未分配總辦事處及企業資產 1,000 927
   

綜合總資產 184,404 188,039
   

負債
可呈報分部負債 25,670 40,172
未分配總辦事處及企業負債 6,216 6,524
   

綜合總負債 31,886 46,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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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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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及(ii)本集團之物業、廠房及設
備、無形資產及使用權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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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屬於無形資產及使
用權資產則按照其所分配至之營運地點劃分。

指定非流動資產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六月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三十日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 30,289 39,739 13,427 13,988
香港 135 744 624 40
     

30,424 40,483 14,051 14,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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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4. 收益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提供綜合商業軟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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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軟件維護及其他服務 27,175 38,524
軟件產品及其他銷售 3,114 1,215
其他 135 744
   

30,424 40,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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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5.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以下項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a) 融資成本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計息借貸之利息支出 612 784
租賃負債之利息支出 61 101

   

673 885
   

(b) 員工成本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10,175 13,226
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之供款 828 1,455

   

11,003 14,681
   

(c) 其他項目
存貨成本 1,998 965
無形資產攤銷 815 1,118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50 262
使用權資產折舊（附註9） 1,272 1,34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淨收益 (4) (1)
短期租賃下之租賃支出 478 347
其他應收款虧損撥備 254 4,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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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6. 所得稅抵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
過往期間超額撥備 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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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術企業，可於截至二
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享受15%之優惠所得稅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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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6. 所得稅抵免（續）

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來自應課稅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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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國所得稅計提
撥備。

該等稅率已用於計算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之遞延稅項資
產及負債。

7.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權益持
有人應佔虧損約人民幣8,895,000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
幣12,404,000元）及於中期期間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611,560,432股（截至二
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526,508,982股）而計算。

於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並無任何已發行之具潛在攤薄作用之普
通股。

8.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收購傢俱、固定裝置及設備以
及車輛之項目，成本約為人民幣1,057,000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人民幣52,000元）。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出售賬面淨值約
為人民幣16,000元之車輛之項目（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18,000元），致使出售淨收益約人民幣4,000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人民幣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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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9. 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

使用權資產

人民幣千元
  

成本：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5,515
添置 52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5,567
  

累計折舊：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2,381
本期間折舊 1,272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3,653
  

賬面值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914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3,134
  

租賃負債

二零二零年
六月
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流動部分 1,413 2,378
非流動部分 560 821
   

1,973 3,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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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二零二零年
六月
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持作交易
於香港上市之股本證券 (a) 7,090 –

其他強制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計量
金融產品，非上市 (b) 4,000 –

    

11,090 –
    

附註：

(a) 上市股本證券公平值乃根據報告期末於活躍市場之市場報價而釐定。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上市股本證券公平值虧損人民幣2,219,000元於損益中確認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

(b)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非上市金融產品購自中國一間銀行。本集團可不時酌情贖回該等產
品，且持有該等產品旨在作短期投資。所有該等產品均以人民幣計值。

 該等產品的公平值由銀行呈報及提供。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該等產品之
公平值變動於損益中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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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1.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二零二零年
六月
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賬款，扣除虧損撥備 (a) 13,761 22,866
    

應收第三方貸款 (b) 28,680 23,631
應收一間關聯公司貸款 (c) 5,383 5,275
減：應收貸款虧損撥備 (29,501) (28,906)
    

應收貸款，扣除虧損撥備 (d)、(e) 4,562 –
    

預付供應商款項，扣除虧損撥備 (f) 44,571 48,651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扣除虧損撥備 69,324 19,981
    

113,895 68,632
    

132,218 91,498
    

所有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預期將於一年內收回。

附註：

(a) 截至報告期末，應收賬款根據發票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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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1個月以內 8,038 12,177
超過1個月但於3個月以內 1,695 8,061
超過3個月但於1年以內 3,496 1,957
超過1年但於2年以內 335 459
超過2年 197 212
   

13,761 2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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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1.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續）

附註：（續）

(b)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i）應收貸款人民幣4,562,000元為無抵押、按固定年利率10%計息及
於其到期日內（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及（ii）應收貸款人民幣24,118,000元（二零一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3,631,000元）為無抵押、按固定年利率7%至12%計息及已逾期（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相同）。應收貸款以港元計值。

(c) 應收一間關聯公司貸款為無抵押、按固定年利率8%計息及已逾期（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
收一間關聯公司貸款為無抵押、按固定年利率8%計息及須於一年內償還）。應收貸款以港元計值。

(d) 於報告期末，應收貸款及扣除虧損撥備之到期概況（按彼等之合約到期日餘下期間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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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超過1個月但於3個月以內 – –
超過3個月但於1年以內 4,562 –

   

4,562 –
   

(e) 截至報告期末，應收貸款根據支用貸款日期及扣除虧損撥備後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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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62 –
   

4,562 –
   

(f) 該等向供應商作出的預付款項為無抵押、不計息及在日後向供應商採購時將可用於抵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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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2.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二零二零年
六月
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賬款（附註） 6,078 17,476
非貿易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4,976 5,171
其他應付稅項 640 813
    

11,694 23,460
    

所有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預期將於一年內結清。

附註：  截至報告期末，應付賬款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1個月以內到期或按要求 1,590 7,564
1個月以後但3個月以內到期 1,088 7,669
3個月以後但6個月以內到期 3,128 2,203
6個月以後但1年以內到期 232 40
1年以後但2年以內到期 40 –
   

6,078 17,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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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3. 計息借貸

二零二零年
六月
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來自一名第三方的貸款，無抵押 
及無擔保 (a) 4,562 4,470

來自一間同系附屬公司的貸款， 
無抵押及無擔保 (b) 5,371 6,744

銀行借貸，無抵押及有擔保 (c) 4,700 5,000
    

14,633 16,214
    

附註：

(a)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來自一名第三方的貸款為無抵押、按年利率9%（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9%)計息及須於一年內償還。

(b)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來自一間同系附屬公司的貸款為無抵押、按年利率10%（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10%)計息及須於一年內償還。

(c)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銀行借貸按現行貸款基礎年利率加15至20個基點（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相同）計息。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i)銀行借貸人民幣2,700,000元（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000,000元）由一間附屬公司擔保（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相同）；
及(ii)銀行借貸2,000,000元由一名第三方擔保（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相同）。所有借貸須於
一年內或按要求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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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4. 股本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股份數目 金額港元 股份數目 金額港元
     

法定：
於期初╱年初及於期末╱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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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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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期初╱年初
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通股 526,508,982 52,650,898 526,508,982 52,650,898
發行新股份（附註） 105,301,796 10,530,180 – –

     

於期末╱年末
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通股 631,810,778 63,181,078 526,508,982 52,650,898

     

人民幣等價金額 人民幣等價金額

54,202,687 44,711,310
  

附註：  於二零二零年二月四日，本公司按配售價每股0.249港元向不少於六名承配人配發及發行合
共105,301,796股股份，以換取現金。已收取所得款項淨額約人民幣22,905,000元（相當於
25,410,000港元），及約人民幣1,352,000元（相當於1,500,000港元）用於償還計息借貸，約人民
幣2,930,000元（相當於3,250,000港元）用於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約人民幣13,521,000元（相當
於15,000,000港元）用於支付開發項目之部分按金；及餘下所得款項約人民幣5,102,000元（相當
於5,660,000港元）將用作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及日常營運。本公司股份於發行日期之收市價為每
股0.34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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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5. 按公平值計量之金融工具

以下為呈列於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平值計量定義之公平值層級三個級
別內，按公平值計量或須於該等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內按經常性基準披露於二
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其公平值之資產及負債。公平值計量根據對整體計量而言屬
重大之最低層輸入數據進行分類。輸入數據之級別定義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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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經常性公平值計量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層級一 層級二 層級三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按公平值計量之資產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上市股本證券 7,090 7,090 – –
－金融產品，非上市 4,000 – – 4,000
     

11,090 7,090 – 4,000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概無層級一與層級二之間的重大調動或撥入或撥出層級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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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5. 按公平值計量之金融工具（續）

(a) 經常性公平值計量（續）

分類為公平值層級三之經常性公平值計量變動詳情載列如下：

公平值計量層級三之變動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描述

按公平值計入
損益之金融
資產－金融
產品，非上市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
初步確認 10,000
出售 (6,000)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4,000
  

上述公平值變動於未經審核綜合損益表內呈報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
資產公平值變動」。

公平值計量層級三採用之估值方法及輸入數據描述

非上市金融產品投資組合主要包括於債權證、銀行債權證、銀行儲蓄、公司
債券、上市證券之投資以及於中國及全球市場具高信貸評級之其他投資（「投
資」），而投資之公平值由金融機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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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5. 按公平值計量之金融工具（續）

(a) 經常性公平值計量（續）

公平值計量層級三之變動（續）

本集團之估值過程

本集團會審閱分類為公平值層級層級三之非上市金融產品之公平值估計。金
融機構每月編製附帶公平值估計之報告。管治人員會配合報告日期每年兩次
討論估值過程及結果。

(b) 不以公平值入賬之金融資產及負債的公平值

本集團以攤銷成本列賬之金融工具的賬面值與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公平值並無重大差異。

16. 承擔

(a)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就向中國附
屬公司注資而有資本承擔約人民幣10,000,000元。

(b) 租賃承擔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短期租賃及低價值資產（二零一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短期租賃）之承擔人民幣451,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人民幣29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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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7. 關聯方交易

(a) 關聯方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關聯方關係 交易性質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同系附屬公司 貸款利息開支 2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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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短期僱員福利 758 613
離職後褔利 11 13
   

769 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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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收益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收益約人民幣 30,424,000元（截
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40,483,000元），包括 (i)軟件維護及其
他服務收益約人民幣 27,175,000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38,524,000元）；及 (ii)軟件產品及其他銷售收益約人民幣 3,114,000元（截至二零一九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1,215,000元）。軟件業務整體收益減少主要由於爆發
二零一九年冠狀病毒病（「2019冠狀病毒病」）。2019冠狀病毒病對整個市場情緒產生
負面影響，且本集團二零二零年上半年財務表現受到不利影響。2019冠狀病毒病對本
集團業務活動造成重大挑戰，並在一定程度上導致營運延後。

毛利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毛利約人民幣 6,544,000元（截至二
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8,407,000元）。期內本集團軟件業務毛利率約
為 21%，而二零一九年同期約為 19%。毛利率上升主要由於銷售有較高毛利的自主開
發產品比率增加。

融資成本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融資成本約為人民幣 673,000元（截至二零一九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885,000元）。融資成本減少乃由於計息借貸之利息開
支減少。

一般及行政費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集團之一般及行政費用約為人民幣 6,399,000
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14,722,000元）。一般及行政費用減
少乃由於員工成本減少。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

本集團投資若干金融工具作短期投資，包括於香港上市之股本證券及中國一間銀行發
行之金融產品。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
產公平值變動約人民幣 2,219,000元於損益確認（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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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本期間虧損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虧損約人民幣 11,876,000元（截至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18,42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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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
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人民幣 11,799,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
民幣 64,766,000元）。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約為 5.43倍（二
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79倍）；及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淨資產負債
比率為1.86%（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不適用，乃由於本集團現金多於計息借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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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質押資產及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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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計息借貸）及本公司
擁有人應佔權益（包括已發行股本、股份溢價、累計虧損及其他儲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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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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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五日，本公司與配售代理訂立配售協議（「配售協議」），據此，配
售代理有條件同意按竭盡所能基準促使不少於六名承配人（獨立於本公司、本公司的
關連人士及其各自的聯繫人且與彼等概無關連，並由配售代理或其代表促使認購配售
股份之專業、機構或其他投資者）按配售價每股配售股份 0.249港元配售本公司最多
105,301,796股每股面值 0.10港元的新普通股，總面值約為 10,530,180港元（「配售事
項」）。配售價每股配售股份 0.249港元為於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五日（即配售協議日期）
在聯交所所報收市價每股 0.307港元折讓約 18.89%。進行配售事項的理由為鞏固本集
團之財務狀況及擴大本公司之股東基礎及資本基礎。

配售協議之所有條件已達成及配售已於二零二零年二月四日完成。合共 105,301,796
股配售股份已按每股 0.249港元之價格成功配發及發行予不少於六名承配人。
105,301,796股配售股份佔經配發及發行配售股份擴大之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16.67%。配售所得款項總額約為人民幣 23,633,000元（相當於 26,220,000港元）及所
得款項淨額約為人民幣 22,905,000元（相當於 25,410,000港元及淨配售價約每股配售
股份 0.243港元）（經扣除配售佣金及其他開支後）。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配售所
得款項淨額已動用 (i)約人民幣 1,352,000元（相當於 1,500,000港元）償還計息借貸；(ii)
約人民幣 2,930,000元（相當於 3,250,000港元）用作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及 (iii)約人
民幣 13,521,000元（相當於 15,000,000港元）支付開發項目之部分按金。餘下所得款
項約人民幣 5,102,000元（相當於 5,660,000港元）將用作本集團未來數年的一般營運資
金及日常營運。

有關配售事項之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五日及二零二零年二月
四日之公告。

重大投資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投資。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

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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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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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事項

本集團於報告期末後及截至本報告日期並無重大事項。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 93名（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133名）全職
僱員。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僱員福利（包括當時薪酬）約人民幣
11,772,0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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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並無任何重大或有負債（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業務回顧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收益約人民幣 30,424,000元（截
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40,483,000元），減少約 25%。軟件業務
整體收益減少主要由於爆發 2019冠狀病毒病。2019冠狀病毒病對整個市場情緒產生
負面影響，且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財務表現受到不利影響。2019冠狀病毒病對
本集團業務活動造成重大挑戰，並在一定程度上導致營運延後。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四日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期間，本公司已收購一間於聯
交所主板上市公司中國核能科技集團有限公司（「中國核能」）（股份代號：611）合共
26,340,000股股份，總購買價約為人民幣 9,296,000元（相當於 10,255,000港元）（不
包括交易成本）。每股中國核能股份之平均價格（不包括交易成本）約為 0.389港元，及
總購買價約為人民幣 9,296,000元（相當於 10,255,000港元）（不包括交易成本），即從
本公司內部現金支付。購買中國核能股份構成本公司於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第 14章下的須予披露交易。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一日之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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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我們擁有一支經驗豐富的技術團隊，可以為客戶提供及時有效的服務和業務解決方案，
且多年已建立和擁有了比較穩固的客戶基礎。在過去十年期間，本集團的軟件業務已
為中國企業客戶提供有關生命週期管理、健康檢查、故障排除及功能升級的數據庫軟
件及工程服務，而軟件業務於該領域佔有重要的市場份額且已形成較強大的品牌效應。

受 2019冠狀病毒病蔓延影響，中國內地及全球的經濟狀況急轉直下。為應對 2019冠
狀病毒病疫情，中國內地及許多其他國家實施封關及保持社交距離的措施以保護社會，
從而致使全球經濟環境充滿挑戰及不確定性。為降低 2019冠狀病毒病爆發帶來的負面
影響，本集團管理層已密切監控中國市場狀況，並採取若干應急措施，例如僱員遠程
工作。然而，新冠疫情對經濟活動的影響完全超出預期，因此導致二零二零年上半年
本集團綜合收益較二零一九年同期減少 25%。儘管收益減少，本集團仍期望改善其軟
件維護服務的毛利，為此，本集團正就降低銷售成本而重新定位其產品。

為維持本集團長期的可持續發展及價值創造能力，本集團將透過引進新產品及服務致
力維持其競爭力，並將繼續尋找合適的商機，以使本集團的業務多元化，拓展具有增
長潛力的新業務線及擴大其收入來源，從而以為本公司的股東增加回報。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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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偉君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彼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五日辭任中國綠寶集團
有限公司（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
6183）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之股份權益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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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東之股份權益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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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益
或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帶權利可在任何情況下於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之股
東大會投票之任何類別股本面值5%或以上權益之人士（除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
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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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

股東名稱 權益性質 好倉╱淡倉

所持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股份
總數百分比

    

中國太平保險控股有限公司 
（「中國太平」）（附註1）

擁有股份抵押 
權益之人士

好倉 203,854,292 
(32.27%)

太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太平金融」）
（附註1）

擁有股份抵押 
權益之人士

好倉 203,854,292 
(32.27%)

中國保險集團財務有限公司 
（「中國保險」）（附註1）

擁有股份抵押 
權益之人士

好倉 203,854,292 
(32.27%)

景百孚（「景先生」）（附註2） 受控法團權益 好倉 278,351,792 
(44.06%)

淡倉 203,854,292 
(32.27%)

Luck Success Development Limited 
（「Luck Success」）（附註2）

實益擁有人 好倉 186,672,292 
(29.55%)

淡倉 186,672,292 
(29.55%)

仁天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仁天」）（附註2）

受控法團權益 好倉 203,854,292 
(32.27%)

淡倉 203,854,292 
(3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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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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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啟富控股投資有限公司（「啟富」）持有本公司60,435,500
股股份；(ii)透過Mystery Idea Limited（「Mystery Idea」）持有本公司3,846,000股股份；(iii)透過Elite Mile 
Investments Limited（「Elite Mile」）持有本公司10,216,000股股份；(iv)透過Sino Wealthy Limited持有本公
司17,182,000股股份；及(v)透過Luck Success持有好倉股份及淡倉中擁有權益。啟富、Mystery Idea及
Elite Mile由景先生全資擁有。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Sino Wealthy Limited由Bremwood Holdings 
Limited全資擁有，而Bremwood Holdings Limited及Luck Success均由Gauteng Focus Limited全資擁有，
Gauteng Focus Limited由仁天全資擁有，後者由景先生間接控制。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336
條規定須存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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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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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截至本
報告日期並無授出任何購股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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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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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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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董事於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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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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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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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條、第A.4.1條、
第A.5.1條及第D.1.4條除外，有關偏離於下文解釋。

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於
林啟泰先生（「林先生」）退任董事會主席（「主席」）後，自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八日舉行
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結束起生效，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行政總裁」）之角色及職能
由執行董事履行。由於本公司需要時間物色合適候選人擔任主席及行政總裁，於二零
二零年六月二日委任關浣非先生為主席之前，主席職位一直空缺。董事會將繼續審查
其當前架構並於必要時任命合適人選履行行政總裁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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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七日辭任之原獨立非執行董事胡競英女士（「胡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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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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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續）

守則條文第A.5.1條規定，本公司應設立提名委員會，由董事會主席或獨立非執行董事
擔任主席，且成員須以獨立非執行董事佔大多數。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七日胡女士辭
任本公司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成員後，提名委員會成員亦不符合企業管治守則
守則條文第A.5.1條規定，直至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四日委任蔡金良先生（「蔡
先生」）為提名委員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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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並無向原董事會主席兼執行董事林先生（於二零二零年
五月二十八日本公司舉行股東週年大會結束後辭任）及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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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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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遵守上市規則第3.10(1)、3.21及3.25條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七日胡女士辭任獨立非執行董事後，本公司僅有兩名獨立非執
行董事，因此，獨立非執行董事數目低於上市規則第3.10(1)條規定最低數目。由於獨
立非執行董事數目不足，本公司亦未能遵守上市規則第3.21條關於成員最低人數及審
核委員會成員以及上市規則第3.25條有關本公司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之組成規
定。

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四日委任蔡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後，獨立非執行董事數目已
達致上市規則第3.10(1)條規定之最低數目。有關審核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成員，本公
司亦已遵守上市規則第3.21及3.25條所載規定。

除上文所述者外，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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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劉健先生、李偉君先生及蔡先生（作為委員
會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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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業績。

承董事會命
企展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關浣非先生

香港，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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