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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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ntury Sage Scientific Holdings Limited
世 紀 睿 科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450）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 收益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79.7百萬元上升
約40.7%至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52.8百萬元。

• 毛利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51.4百萬元上升約
46.5%至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75.2百萬元。

• 純利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8.4百萬元上升約
50.9%至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2.7百萬元。

•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

中期業績

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世紀睿科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期間」）的
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一三年同期比較數字。本集團未經審
核簡明合併中期業績未經審核，但已由本集團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
所及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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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252,797 179,694
銷售成本 (177,571) (128,344)

  

毛利 75,226 51,350
銷售開支 (11,042) (14,916)
行政開支 (41,558) (24,406)
其他收入 207 (353)

  

經營利潤 9 22,833 11,675
財務收益 56 44
財務費用 (5,449) (1,484)

  

財務收益淨額 (5,393) (1,440)
  

除所得稅前利潤 17,440 10,235
所得稅開支 10 (4,721) (1,808)

  

期內利潤 12,719 8,427
  

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12,719 8,427

  

其他全面收益：
可能隨後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貨幣換算差額 (935) (555)

  

截至當時止六個月的其他全面虧損
 （扣除稅項） (935) (555)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1,784 7,872
  

歸屬於以下人士的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1,784 7,872

  

每股盈利（以每股人民幣列賬）
—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 11 0.02 0.01

股息 1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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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 57,058 59,890
遞延所得稅資產 4,257 2,595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4,189 4,189
其他非流動資產 873 1,376

  

66,377 68,050
  

流動資產
庫存 308,687 386,970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5 150,030 112,907
已質押銀行存款 8,349 9,20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1,970 53,878

  

489,036 562,961
  

資產總額 555,413 631,011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6 1 1
股份溢價 70,674 70,674
其他儲備 (69,664) (68,729)
留存收益 105,764 93,045

  

權益總額 106,775 94,991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借貸 7 10,376 4,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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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8 293,202 435,191
即期所得稅負債 40,590 42,661
借貸 7 104,470 53,544

  

438,262 531,396
  

負債總額 448,638 536,020
  

權益及負債總額 555,413 631,011
  

流動資產淨值 50,774 31,565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117,151 99,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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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權益變動表

歸屬於本公司擁有人
 

股本 股份溢價 其他儲備 留存收益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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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之結餘 1 70,674 (68,702) 75,290 77,263 77,263

      

全面收益
期內利潤 – – – 8,427 8,427 8,427
其他全面收益
 — 貨幣換算差額 – – (555) – (555) (555)

      

其他全面收益總額（扣除稅項） – – (555) – (555) (555)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全面收益總額 – – (555) 8,427 7,872 7,872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 1 70,674 (69,257) 83,717 85,135 85,135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之結餘 1 70,674 (68,729) 93,045 94,991 94,991

      

全面收益
期內利潤 – – – 12,719 12,719 12,719
其他全面收益
 — 貨幣換算差額 – – (935) – (935) (935)

      

其他全面收益總額（扣除稅項） – – (935) – (935) (935)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全面收益總額 – – (935) 12,719 11,784 11,784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 1 70,674 (69,664) 105,764 106,775 106,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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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現金流量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用）╱所產生之淨現金 (24,956) 13,861
  

投資活動所用之淨現金 (1,420) (25,224)
  

融資活動（所用）╱所產生之淨現金 (5,532) 1,82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減少 (31,908) (9,538)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3,878 35,026

  

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1,970 25,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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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世紀睿科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八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二
零一零年修訂）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

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Grand Cayman, KY1–

1111，Cayman Islands。

本公司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主要從事為中國全媒體行業提供 (i)

內容製作、廣播及傳送應用解決方案、(ii)活動轉播服務、(iii)系統運維服務及 (iv)開發及
銷售廣播及傳送設備，以及其他相關服務。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大陸進行業務。

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七日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首次上市。

本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獲董事會批准刊發。

本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未經審核。

2. 會計政策

除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與集團業務有關及由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開始之年度強制
執行之所有新訂及經修訂之準則、修訂及詮釋外，編製本中期財務資料所採用之會計政
策與計算方法，與編製二零一三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採納此等新訂及經修訂
之準則、修訂及詮釋對集團之經營業績或財務狀況並無影響。

中期期間的所得稅按預期年度盈利總額的適用稅率累計。

預期概無對本集團造成重大影響的新訂準則及就現有準則的修訂及詮釋於本中期期間
首次生效。

3. 分部資料

主要營運決策人（「主要營運決策人」）主要包括董事會，其負責分配資源、評估營運分部
的表現、及作出策略性的決定。主要營運決策人從業務及地域角度考慮業務。

本集團於有關期間有以下可報告分部：

• 應用解決方案（包括「製作及廣播」及「傳送」）

• 活動轉播服務

• 系統運維服務

• 設備開發及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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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營運決策人主要基於各營運分部的分部收益及毛利，評估營運分部的表現。銷售開支、
行政開支及財務費用為營運分部整體所產生的共同成本，因此，並無計入主要營運決策
人所使用的分部表現的計量中。

就有關期間就可報告分部向主要營運決策人提供的分部資料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部收益
應用解決方案
— 製作及廣播 153,662 131,437
— 傳送 71,641 37,810

  

小計 225,303 169,247

活動轉播服務 8,053 2,023
系統運維服務 11,216 4,704
設備開發及銷售 8,225 3,720

  

總計 252,797 179,694
  

分部成本
應用解決方案
 — 製作及廣播 (115,002) (97,654)
 — 傳送 (49,122) (25,822)

  

小計 (164,124) (123,476)

活動轉播服務 (4,342) (1,233)
系統運維服務 (5,571) (2,316)
設備開發及銷售 (3,534) (1,319)

  

總計 (177,571) (128,344)
  

分部毛利
應用解決方案
 — 製作及廣播 38,660 33,783
 — 傳送 22,519 11,988

  

小計 61,179 45,771
活動轉播服務 3,711 790
系統運維服務 5,645 2,388
設備開發及銷售 4,691 2,401

  

總計 75,226 5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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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折舊
應用解決方案
 — 製作及廣播 1,870 2,620
 — 傳送 871 754

  

小計 2,741 3,374
活動轉播服務 98 40
系統運維服務 136 94
設備開發及銷售 100 74

  

總計 3,075 3,582
  

4.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初賬面淨值 59,890 64,513

增添 676 2,642

出售 (433) –

折舊 (3,075) (3,582)
  

期終賬面淨值 57,058 63,573
  

於六月三十日
成本 78,293 76,980

累計折舊 (21,235) (13,407)
  

賬面淨值 57,058 63,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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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於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賬款 74,418 42,416

減：貿易應收賬款減值撥備 (613) (342)
  

貿易應收賬款 — 淨值 73,805 42,074

其他應收賬款
就合約工作應收客戶的款項 874 472

投標及履約擔保狀按金(a) 13,861 14,631

應收股東╱董事款項 – 3,390

預付款項 53,683 33,615

應收增值稅 – 5,556

墊付予員工之現金 3,446 4,975

其他 4,361 8,194
  

150,030 112,907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的公允值與其賬面值相若。

(a) 投標及履約擔保狀按金乃就履行合約而存置於第三方，該按金為免息，並將於合約
完成時退回。

向客戶發出的發票於發出時應付。一般而言項目合約並無規定信貸條款。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根據收益確認日期的貿易應收賬款的賬齡分
析如下：

於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三個月以內 52,456 20,588

三個月至六個月 12,255 14,124

六個月至一年 7,755 871

一年至兩年 712 6,232

兩年至三年 1,013 259

三年以上 227 342
  

74,418 42,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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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股本

普通股數目 普通股面值
普通股面值

等額
千港元 人民幣千元

法定：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八日（註冊成立日期）
 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每股面值0.1港元的普通股 3,800,000 380 308
股份分拆後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a) 34,200,000 – –
增加法定普通股(b) 4,962,000,000 49,620 39,363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 5,000,000,000 50,000 39,671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每股面值0.1港元的普通股 10,000 1 1
股份拆細(a) 90,000 – –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 100,000 1 1
   

資本化發行(c) 749,900,000 7,499 5,949
發行普通股(d) 250,000,000 2,500 1,983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七日之結餘 1,000,000,000 10,000 7,933
   

(a) 股份拆細

根據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三日通過的股東決議案，本公司每股面值0.10港元的已發
行及未發行普通股拆細為十股每股面值0.01港元的股份。於本公司拆細股本後，本
公司的已發行股份由10,000股增加至100,000股。

(b) 增加法定股本

根據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三日通過的股東決議案，透過增設4,962,000,000股新股份，
本公司的法定股本由380,000港元增至50,000,000港元。

(c) 資本化發行

根據本公司全體股東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三日通過的書面決議案，以及待本公司的
股份溢價賬因根據建議首次公開發售本公司股份發行新股份而入賬後，本公司將向
本 公 司 現 有 股 東 額 外 發 行749,900,000股 入 賬 列 作 繳 足 的 股 份。本 公 司 股 份 於 二 零
一四年七月七日於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

(d) 於首次公開發售後發行新普通股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七日，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後，本公司按
每股股份0.01港元之面值發行250,000,000股新普通股，現金代價為每股1.08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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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借貸

於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即期
銀行借貸 10,376 4,624

即期
銀行借貸 104,470 53,544

  

總借貸 114,846 58,168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28,499,000元及人民幣3,500,000

元的銀行借貸分別以本集團的樓宇（其成本為人民幣51,720,000元及人民幣51,722,000元；
貿易應收賬款人民幣30,339,000元及人民幣23,200,000元作抵押。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41,019,000元及人民幣
23,814,000元的銀行借貸由本公司股東梁榮輝先生作出擔保。個人擔保已於本公司股份於
二零一四年七月七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前解除。

8.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於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賬款 63,829 93,420

就合約工作應付予客戶的款項 38 514

客戶墊款 174,937 239,095

應付員工福利 3,996 11,011

應付其他稅項 41,611 20,860

應付股東╱董事款項 – 16

應付股息 – 60,000

應計專業服務費 7,438 2,400

其他 1,353 7,875
  

293,202 435,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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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根據發票日期的貿易應付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三個月以內 41,271 76,764
三個月至六個月 14,056 5,099
六個月至一年 4,630 4,020
一年至兩年 3,286 5,705
兩年至三年 355 501
三年以上 231 1,331

  

63,829 93,420
  

9. 經營利潤

於財務資料中呈列為經營項目的金額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設備成本 113,370 92,547
服務及代理費用 34,584 27,758
業務發展 2,688 4,941
折舊及攤銷 3,806 3,517
上市費用 12,223 –

  

166,671 128,763
  

10. 所得稅開支

開曼群島所得稅

本公司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因此，獲豁免開曼
群島所得稅。

英屬處女群島所得稅

本公司於英屬處女群島的附屬公司根據英屬處女群島國際商業公司法註冊成立，因此，
獲豁免英屬處女群島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實體須按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一四年
止六個月的稅率16.5%，根據該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繳納香港利得稅。因於在有關期間並
無須繳納香港利得稅的估計應課稅利潤，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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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於中國註冊成立的實體須繳納企業所得稅。根據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生效的企業所得
稅法，所有中國企業須按標準企業所得稅稅率25%繳稅，惟獲允許享有優惠政策及規定
的企業則除外，有關情況討論如下：

北京世紀睿科及時代（北京）已取得高新技術企業（「高新技術企業」）的資格，其於獲批期
間的適用所得稅稅率為15%。高新技術企業資格概述如下：

實體 高新技術企業證書期間

北京世紀睿科 自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日起至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時代（北京） 自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起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時代（北京） 自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五日起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五日

高駿（北京）於二零一二年取得「軟件生產企業」資格。根據企業所得稅法財稅201227號及
國發20114號，高駿（北京）有權享有優惠稅務政策「企業所得稅兩免三減半」。因此，高駿（北
京）就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適用企業所得稅稅率為0%，而截至二零
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則為12.5%。

中國預提稅

此外，根據企業所得稅法，外國企業（即非中國稅務居民企業）所收取的股息、利息、租金、
專利權費及轉讓財產的收益，將須繳納10%的中國預提稅，或按下調協定稅率（視中國與
該外國實體註冊成立所在的司法權區所訂立的稅務協定的規定而定）繳稅。倘香港母公
司為收取中國被投資公司股息的實益擁有人，並取得中國稅務機構有關享有協定稅率的
批准，則該母公司的預提稅稅率為5%。向收取自本集團中國實體的股息收入徵收的預提
稅，將降低本公司的淨收入。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所得稅開支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所得稅 6,383 2,251

遞延所得稅 (1,662) (443)
  

所得稅開支 4,721 1,808
  

所得稅開支乃按管理層就整個財政年度預期的加權平均年度所得稅稅率估計而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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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每股盈利

就計算基本及攤薄每股盈利而言，假設普通股已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經已發行及配發，
猶如本公司已於當時成立。

(a) 基本

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基本每股盈利，乃將本公司擁
有人應佔本集團利潤除以視作於各年度將予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人民幣千元） 12,719 8,427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i) 750,000,000 750,000,000

  

基本每股盈利（人民幣元） 0.02 0.01
  

(i) 每股盈利的計算已考慮附註5(a)及 (c)所披露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三日的股份拆
細及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七日的資本化發行的結果而作出追溯調整。

(b) 攤薄

於期內並無每股盈利被攤薄，原因為期內並無任何潛在攤薄普通股。攤薄每股盈利
與基本每股盈利相同。

12. 股息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相關的末期股息人民幣60,000,000元已於截至二零
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相關的末期股
息人民幣15,563,000元已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13. 經營租賃承擔

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賃的未來最低總租賃付款如下：

於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1,435 1,242
一年以上至兩年 885 575
兩年以上 617 814

  

2,937 2,631
  



– 16 –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由於市場需求持續及向本集團客戶提供的已完成服務及項目增加，本集團的
收益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相關期間」）的人民幣179.7百萬
元增加至中期期間的人民幣252.8百萬元。

本集團是一家基於中國之領先一站式高端全媒體應用解決方案供應商。本集
團向電視台、互聯網服務供應商及其他媒體內容供應商提供基礎設施或場所，
促成他們完成內容採購、製作及傳播。本集團的業務由四個主要業務分部組成：
(1)應用解決方案；(2)活動轉播服務；(3)設備開發及銷售；及 (4)系統運維服務。

憑藉 (i)本集團全面的優質服務及產品；(ii)深厚之技術專業知識為我們的設計
定製應用解決方案提供支援；及 (iii)研發新產品及服務，按二零一二年收益計，
本集團在中國協助全媒體內容製作、廣播及傳送之全媒體應用解決方案供應
商中獨佔鰲頭。本集團在中期期間的財務表現繼續取得可觀增長。由於市場
需求持續及向本集團客戶（如主要廣播商及互聯網服務供應商）完成提供的服
務及項目增加，本集團收益從相關期間的人民幣179.7百萬元，大幅增加40.7%
至中期期間人民幣252.8百萬元。本集團溢利亦從相關期間的人民幣8.4百萬元，
大幅增加50.9%至中期期間的人民幣12.7百萬元。

董事相信，本集團財務表現跟隨業內季節性因素，並且由於大部分國營企業
於本年上半年的預算及規劃程序，本集團預期在本年下半年確認收益上升。
例如，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收益及純利分別佔截至二零一三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收益及純利約28.6%及10.8%。董事認為，季節性趨
勢未來將持續。

受惠於與中國政府政策一致的三網融合、高清技術（「高清」）過渡及下一代廣
播網絡，中國全媒體行業需求預期上升。根據賽迪顧問報告（於本公司日期為
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四日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內披露），在中國提供全媒
體行業應用解決方案之市場規模按經營收益計，預期由二零一二年人民幣78
億元增加至二零一五年人民幣134億元，而系統運維服務總收益預期由二零
一二年人民幣20億元，增至二零一五年人民幣38億元。鑑於中國全媒體市埸
需求上升，本集團繼續擴充業務，抓緊機會擴大市場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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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集團客戶提供「應用解決方案」繼續成為本集團的核心業務分部，支持本
集團未來業務擴展。本業務分部涉及向客戶提供全套定製的應用解決方案，
包括系統工程設計、提供用於該系統的軟件及硬件設備、系統集成及售後服務。
於中期期間，本集團已完成多項備受矚目的項目，包括：(i)中國中央電視台（央
視）高清演播室；(ii)為重要的上市互聯網服務供應商進行高清演播室群組設
施項目；及 (iii)為北京電視台北京網絡廣播電視台進行高清電視製作項目。由
於中國政府政策的支持及市場轉用高清電視的因素，本集團注意到廣播商、
網絡及新媒體營運商持續推出項目。

「活動轉播服務」為其中一項業務分部，該分部涉及本集團根據主要廣播商及
其內容製作團隊需要，向客戶的內容製作團隊提供現場轉播活動的定製方案，
如工程設計、現場操作及技術支援服務，並租賃設備。中期期間，本集團已向
上海客戶的多項體育活動完成提供服務。本集團亦與重要上市互聯網服務供
應商合作轉播二零一四年世界盃足球賽事。

「設備開發及銷售」業務分部為「應用解決方案」及「活動轉播服務」分部的自然
延伸業務。憑藉提供「應用解決方案」服務及「活動轉播服務」時與及廣播商及
內容供應商建立關係，本集團從而獲得廣播業的深入了解，並藉此自二零一
零年已發展廣播及傳送設備，成功於同年推出首項產品。本分部為本集團迅
速發展的業務分部。除了擴大中國銷售外，本集團亦向印尼交付系統，標誌
本集團採取進軍東南亞市場的策略。

「系統運維服務」分部，本集團中期期間的運維服務獲可觀增長，主要由於客
戶再下服務訂單，且應用解決方案分部對本集團服務需求上升所致。

中期期間，本集團從主要廣播商如深圳廣播電影電視集團及廣州市廣播電視
台等，收到大量翻單，供彼等高清電視製作設施之用，亦為彼等為期多年的
轉用高清項目的一部分。本集團亦成功中標央視國際網路有限公司的國家網
路視頻數據庫一期平台項目。憑藉深厚的技術專業知識及與全媒體營運商合
作多年，本集團有信心未來可為客戶的多階段項目持續提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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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注意到，中期期間的部分項目投標受到延期或推遲。本集團相信，這
與政府資助的中國項目推行整體更嚴厲的預算控制措施有關。然而，董事相信，
中國政府對全媒體行業的投資仍然強勁，主要基於多項原因，包括 (i)本集團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從西藏電視台獲得政府資助高清電視項目，合約價值為人
民幣25百萬元；及 (ii)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中的改革小組
會議中批准一份報告，內容為推動整合傳統及新媒體。此外，本集團亦完成
提升中視科華有限公司在31個省的衛星車隊系統項目。這反映中國政府雖然
限制整體政府開支，但亦將繼續支持廣播電台及新媒體行業。

財務回顧

收益

本集團的收益由截至相關期間止的人民幣179.7百萬元大幅增加40.7%至中期
期間的人民幣252.8百萬元。本集團的目標為在保持應用解決方案分部為本集
團收益的主要貢獻來源的同時，拓展活動轉播服務、系統運維服務以及設備
開發及銷售的分部的發展及營運。下表載列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
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分部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佔總收益
百分比 人民幣千元

佔總收益
百分比

分部收益
應用解決方案
 — 製作及廣播 153,662 60.8% 131,437 73.1%
 — 傳送 71,641 28.3% 37,810 21.0%

    

小計 225,303 89.1% 169,247 94.2%
活動轉播服務 8,053 3.2% 2,023 1.1%
系統運維服務 11,216 4.4% 4,704 2.6%
設備開發及銷售 8,225 3.3% 3,720 2.1%

    

總計 252,797 100.0% 179,694 100.0%
    

應用解決方案

本集團應用解決方案分部產生之收益佔收益之最重大部分，截至二零一三年
及 二 零 一 四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分 別 佔 本 集 團 總 收 益 分 別 約94.2%及
89.1%，由相關期間約人民幣169.2百萬元增加至中期期間約人民幣225.3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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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應用解決方案按功能大致分為兩大類：(i)製作及廣播；及 (ii)傳送。製
作及廣播以及傳送的收益分別由相關期間的人民幣131.4百萬元及人民幣37.8
百萬元增加至中期期間的人民幣 153.7百萬元及人民幣71.6百萬元，增長率分
別為16.9%及89.5%。有關增加乃主要由於中期期間向本集團客戶提供的已完
成項目增加所致。

活動轉播服務

活動轉播服務之收益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佔 本 集 團 總 收 益 分 別 約1.1%及 3.2%，由 相 關 期 間 約 人 民 幣2.0百 萬 元 增 加
298.1%至中期期間的人民幣8.1百萬元。有關增加乃主要由於中期期間對活動
轉播及設備租賃服務的市場需求增加，以及本集團致力拓展分部業務所致。

系統運維服務

系統運維服務之收益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佔 本 集 團 總 收 益 分 別 約2.6%及 4.4%，由 相 關 期 間 約 人 民 幣4.7百 萬 元 增 加
138.4%至中期期間的人民幣11.2百萬元。有關增加乃主要由於對本集團現場支
援服務的需求於中期期間不斷增加所致。

設備開發及銷售

設備開發及銷售的收益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佔 本 集 團 總 收 益 分 別 約2.1%及 3.3%，由 相 關 期 間 約 人 民 幣3.7百 萬 元 增 加
121.1%至中期期間的人民幣8.2百萬元。有關增加乃主要由於中期期間內售出
本集團便攜式衛星傳輸終端單位數目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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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成本

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銷售成本分別為
人民幣128.3百萬元及人民幣177.6百萬元，增加38.4%。有關增加乃主要由於於
中期期間內，整體業務量增加所致。下表載列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各業務分部劃分之銷售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佔總收益
百分比 人民幣千元

佔總收益
百分比

分部銷售成本
應用解決方案
 — 製作及廣播 115,002 64.8% 97,654 76.1%
 — 傳送 49,122 27.7% 25,822 20.1%

    

小計 164,124 92.4% 123,476 96.2%
活動轉播服務 4,342 2.4% 1,233 1.0%
系統運維服務 5,571 3.1% 2,316 1.8%
設備開發及銷售 3,534 2.0% 1,319 1.0%

    

總計 177,571 100.0% 128,344 100.0%
    

於中期期間，本集團應用解決方案分部的銷售成本較相關期間增加32.9%，主
要乃由於本集團收益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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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及毛利率

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毛利分別為人民
幣51.4百萬元及人民幣75.2百萬元。本集團相關期間及中期期間各自的毛利率
為28.6%及29.8%。下表載列於該等期內本集團各分部劃分之毛利及毛利率：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毛利率% 人民幣千元 毛利率%

分部毛利及毛利率
應用解決方案
 — 製作及廣播 38,660 25.2% 33,783 25.7%
 — 傳送 22,519 31.4% 11,988 31.7%

  

小計 61,179 27.2% 45,771 27.0%
活動轉播服務 3,711 46.1% 790 39.1%
系統運維服務 5,645 50.3% 2,388 50.8%
設備開發及銷售 4,691 57.0% 2,401 64.5%

  

總計 75,226 29.8% 51,350 28.6%
  

於中期期間，本集團的毛利增加46.5%及毛利率由28.6%稍微改善至29.8%。本
集團毛利率有所改善，主要是由於應用解決方案分部之毛利率由27.0%增加至
27.2%，以及活動轉播服務的設備租賃業務由39.1%增加至46.1%所致。與此相比，
系統運維服務分部的毛利率稍微下跌，主要是由於運維服務所使用之部件之
總成本增加所致。設備開發及銷售分部的毛利率亦有所下跌。有關下跌主要
乃由於本集團為擴大客戶群選擇性地向若干客戶提供便攜式衛星傳輸終端之
售價折扣所致。

銷售開支

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銷售開支分別為人民幣
14.9百萬元及人民幣11.0百萬元，下跌26.0%。有關下跌乃主要由於實行嚴格預
算規劃及成本控制措施以削減差旅開支及業務發展成本所致。



– 22 –

行政開支

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行政開支分別為人民幣
24.4百萬元及人民幣41.6百萬元，增加70.3%。有關增加乃主要由於 (i)於收益表
確認的一次性上市費用人民幣12.2百萬元；及 (ii)僱員褔利開支增加所致。

財務費用

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財務費用分別為
人民幣1.5百萬元及人民幣5.4百萬元，增加267.2%。有關增加乃主要由於與本
集團項目融資及就營運資金需要而借入的短期貸款有關的利息開支增加所致。

所得稅開支

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所得稅開支分別為人民
幣1.8百萬元及人民幣4.7百萬元，增加161.1%。實際稅率由相關期間約17.7%，
上升至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27.1%，主要由於截至二零
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收益表內確認不可扣減稅項的一次性上市開支
人民幣12.2百萬元。

期內利潤

由於上述種種因素，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
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由人民幣8.4百萬元增加至人民幣12.7百萬元，增加50.9%。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中期期間，本集團經營活動所用之淨現金為人民幣25.0百萬元，而相關期間本
集團經營活動所產生之淨現金為人民幣13.9百萬元。本集團經營活動現金淨
流出主要由以下原因所致：於中期期間，(i)錄得非經常性上市費用；(ii)延期
收取貿易應收賬款；(iii)客戶墊款減少；及 (iv)項目管理及存貨計劃工作獲改
善導致存貨減少。

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投資活動所使用
之淨現金分別為人民幣25.2百萬元及人民幣1.4百萬元。中期期間，現金淨流
出主要產生自購買設備及就發出交易相關文件作出的抵押存款。

中期期間，本集團融資活動所用淨現金為人民幣5.5百萬元，而相關期間本集
團融資活動所產生之淨現金為人民幣1.8百萬元。中期期間，融資活動所用淨
現金乃主要由於支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宣派的股息所致，
但部分由銀行貸款所得款項所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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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狀況

資產負債比率指借貸總額除以權益總額再乘以100%，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分別為61.2%及107.6%。本集團借貸總額
由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民幣58.2百萬元增加至二零一四年六月
三十日的人民幣114.8百萬元。有關增加乃主要由於新借貸人民幣24.8百萬元
的長期融資及營運資金貸款人民幣24.0百萬元所致。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借貸總額主要由營運資金貸款人民幣63.9百萬元、長期借貸人民幣24.8百萬元
及項目融資貸款人民幣23.2百萬元組成。

重大投資及併購

中期期間，本集團並無重大投資及併購。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本集團其中一家附屬公司與一家電視廣播系統供應商（「申
索人」）發生合約爭議。申索人向該附屬公司供應若干電視廣播系統，而附屬
公司則就該等系統向湖南省的一名客戶（「該客戶」，為該等系統的最終使用者）
提供應用解決方案服務。申索人向該附屬公司及該客戶就銷售該等電視系統
的未支付應付款項提起人民幣6.77百萬元的合約申索。鑒於申索人所供應的
該等系統的質量問題，以及該客戶為該等系統的最終使用者並承擔清付款項
的最終責任，董事認為，該等合約爭議的最終結果將不會對本集團中期財務
資料構成重大不利影響，因此，並無於中期期間作出撥備。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除上文所披露的法律爭議外，董事不知悉有任何
其他重大事件可導致出現重大或然負債。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中期期間的中期股息。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總僱員人數為245人（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239人）。

本集團僱員的酬金乃按照其職責、資格、經驗及其職務以及行業慣例而釐定。

為認可及獎勵若干合資格參加者為本集團成長及發展作出貢獻，本公司於二
零一四年三月二十四日採納一項股份獎勵計劃（「股份獎勵計劃」）。於本公告
日期，概無根據股份獎勵計劃授出或同意授出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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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回報或獎勵僱員、董事及其他選定參與者為本集團作出的貢獻，本公司於
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三日有條件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於本公
告日期，概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或同意授出購股權。

未來展望

展望未來，本集團對中國全媒體行業的未來發展充滿信心，此乃由於該行業
受市場需求上升及政府政策支持所帶動。本集團將致力維持其作為中國領先
的一站式全媒體應用解決方案供應商的領導地位。

於應用解決方案分部，本集團將繼續增加及拓展中國大陸的地區覆蓋，並於
董事認為合適時進軍若干獲挑選國家。預測數碼化及市場轉用高清電視，為
迅速增長的主要動力，本集團將擴展於中國銷售、經銷及服務網絡。本集團
亦將繼續擴充所提供的產品及服務，如流動電話及互動視像科技。

於活動轉播服務分部，本集團擬招聘更富經驗的僱員及購入更先進設備供活
動轉播服務之用，以加強服務能力及質量。本集團亦將尋求擴闊活動轉播服
務至主要廣播商或電視台以外的客戶，如企業用戶，將客戶基礎擴大，或甚
至更廣闊的客戶基礎。

設備開發及銷售分部，本集團已推出另外新系列的高質傳送設備。此新系列
為3G/LTE基準的傳送設備，為現有衛星設備的補充。本集團從如美利堅合眾
國及印度等海外國家，獲到極正面回應。本集團預期新產品及海外業務於二
零一四年第四季以後開始帶來收益貢獻。

本集團系統運維服務於中期期間獲大幅增長。本集團將加強經擴大的服務團
隊及增值服務的經常性運維服務的收益貢獻。

本集團將繼續物色潛在機會以拓展中國全媒體行業的業務。本集團相信，憑
藉本身提供高質服務及產品的能力及深厚的技術專業知識，本集團將持續取
得成功及繼續增長。基於上文所載四項主要業務分部的穩固業務，本集團將
致力為股東帶來最大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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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期間後事項

根據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三日通過的書面決議案，本公司股份溢
價賬因本公司全球發售（「全球發售」）後獲得進賬，董事獲授權將本公司股份
溢價賬之進賬7,499,000港元撥充資本，方法為將該筆款項用於按每股面值 0.01
港元繳足合共749,900,000股本公司股份（「股份」），並按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三
日營業時間結束後名列於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份持有人當時各自的持股比例
向彼等配發及發行有關股份。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七日，250,000,000股股份以全球發售之方式按發行價每股1.08
港元發行，股份已於同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全球發售所得款項用途

股份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七日開始在聯交所買賣。中期期間後，本集團自全球
發售籌得所得款項淨額約214.8百萬港元。本集團擬將有關所得款項按照招股
章程所披露的所得款項擬定用途應用。所得款項之擬定用途之詳情載於招股
章程。

其他資料

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由於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七日（「上市日期」）上市，於中期期間，本公司毋
須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項下有關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
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的條文。自上市日期起，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
附錄十所載的標準守則（經若干修改）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向
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均確認自上市日期起至本公告日期，彼等一
直遵守行為守則及標準守則所載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規定標準。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自上市日期起至本公告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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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治

由於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七日上市，於中期期間，本公司毋須遵守上市
規則附錄十四載列的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載守則條文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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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知悉良好的企業管治對本集團管理的重要性。董事會將檢討及監督本公
司的常規，以遵守企業管治守則規定及維持本公司高水準的企業管治常規。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洪木明先生、馬國力先生及吳志
揚博士。洪木明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審核委員會已遵守上市規則及企業
管治守則，書面列明其職權範圍。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一同審閱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原則及常規，以及討論
本集團的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審核委員會並無就本公司採納之會計處
理有任何意見分歧。本集團於中期期間的簡明合併中期業績乃未經審核，但
已由本公司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及審核委員會審閱。

刊發

本公司於中期期間的中期業務公告已分別登載於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
及本公司網站（www.css-group.net）。二零一四年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間寄發予
本公司股東，並於聯交所及本公司各自的網站上登載。

承董事會命
世紀睿科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盧志森

香港，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盧志森先生、梁榮輝先生、周珏先生、孫清君先生、
黃河先生及耿亮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馬國力先生、吳志揚博士及洪木明
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