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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ong Technology Development Holdings Limited
富通科技發展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465）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佈

摘要

‧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營業額約為1,409,1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

約1,183,900,000港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增長約19.0%。

‧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約為39,800,000港元（二零

零九年：約35,100,000港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增長約13.4%。

‧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盈利約為0.13港元（二零零九年：約0.16

港元）。

‧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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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富通科技發展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截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經審
核可資比較數據。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並未經本公
司核數師審閱，但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綜合全面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附註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4 1,409,087 1,183,906
銷售成本 (1,285,872) (1,076,527)

毛利 123,215 107,379

其他收入 6 457 521
分銷成本 (54,929) (41,631)
行政費用 (8,499) (16,512)

經營溢利 60,244 49,757

融資成本 6 (10,125) (11,529)
聯營公司應佔虧損 (1,351) —

除稅前溢利 6 48,768 38,228
所得稅 7 (9,116) (3,096)

期內溢利 39,652 35,132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39,763 35,132
非控股權益 (111) —

期內溢利 39,652 35,132

每股盈利
— 基本及攤薄（港元） 8 0.13 0.16

期內其他全面損益
— 換算香港以外業務財務報表時的

匯兌差額 2,036 67

期內全面損益總額 41,688 35,199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41,799 35,199
非控股權益 (111) —

期內全面損益總額 41,688 35,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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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 未經審核

附註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8,894 38,458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3,227 —
遞延稅項資產 7,822 8,694

非流動資產總額 49,943 47,152
----------------- -----------------

流動資產

存貨 385,309 356,352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9 794,744 807,393
已抵押存款 120,839 144,05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89,042 210,883

流動資產總額 1,489,934 1,518,681
----------------- -----------------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834,321 841,566
銀行貸款 236,034 297,075
應繳稅項 6,244 3,663

流動負債總額 1,076,599 1,142,304
----------------- -----------------

流動資產淨值 413,335 376,377
-----------------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63,278 423,529
----------------- -----------------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3,326 5,265
----------------- -----------------

資產淨值 459,952 418,26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31,125 31,125
儲備 428,758 386,959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權益總額 459,883 418,084

非控股權益 69 180

權益總額 459,952 418,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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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

非控股

股本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匯兌儲備 法定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權益 權益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390 50,041 — 13,329 9,760 165,585 239,105 — 239,105

期內全面損益總額 — — — 67 — 35,132 35,199 — 35,199

儲備撥付 — — — — 2,942 (2,942) — — —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390 50,041 — 13,396 12,702 197,775 274,304 — 274,304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31,125 92,555 270 13,662 24,874 255,598 418,084 180 418,264

期內全面損益總額 — — — 2,036 — 39,763 41,799 (111) 41,688

儲備撥付 — — — — 7,628 (7,628) — — —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31,125 92,555 270 15,698 32,502 287,733 459,883 69 459,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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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所得／（所用）現金 38,075 (64,890)

已付稅項 (5,588) (1,615)

經營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32,487 (66,505)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6,079) (574)

融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49,269) 9,57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22,861) (57,504)

於一月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10,883 132,684

匯率變動的影響 1,020 53

於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89,042 75,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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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九日根據開曼群島法例第22章公司法（一九六一年法例三，經綜合
及修訂）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本集團主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從事分銷企業資訊科技產品，並提供資訊科技解決方案
及資訊科技技術支持服務。

為籌備本公司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本集團旗下各公司進行重
組（「重組」），以精簡本集團架構。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本公司成為本集團現時旗下附
屬公司的控股公司。重組的詳情載列於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刊發的招股章程（「招
股章程」）。

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四日在聯交所上市。

2. 呈報基準

本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亦
符合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
本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獲授權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五日刊發。

本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二零零九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的相同會計政策而編製，惟預期反映於
二零一零年年度財務報表中的會計政策變動除外。有關該等會計政策變動的詳情載於附註3。

按照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中期財務報表要求管理層須作出判斷、估計和假設，該等判斷、
估計和假設會影響政策的應用和按年內迄今為止所申報的資產及負債、收入及開支的報告金額。
實際結果或會有別於此等估計。

本中期財務資料載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選定的說明附註。此等附註載有多項事件及
交易的說明，而該等說明對了解本集團自二零零九年年度財務報表刊發以來財務狀況及表現的
變化非常重要。本未經審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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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整套財務報表所需的全部資料。

載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財務報表的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有關的財務資料，作為過往已呈報的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該財政年度法定財務報表的一部份，
惟乃摘錄自該等財務報表。有關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財務資料乃摘錄自載於
招股章程內的會計師報告。招股章程及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法定財務報表
可於本公司註冊辦事處查閱。本公司核數師已分別在其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及二零一
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刊發的報告對該等財務資料發表無保留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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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計政策變動

除下文所述者外，本集團在編製本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納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在其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中所採納者相同。

(a) 業務合併的會計處理方法

自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起，本集團已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二零零八年經修訂）「業
務合併」進行業務合併的會計處理。會計政策的變動於未來期間應用。

就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進行的收購，本集團按轉讓代價的公平值（包括之前所持
於被收購方任何股本權益的公平值）及於被收購方的任何非控股權益的已確認金額減所收
購可識別資產及所承擔負債的已確認淨額（一般為公平值）（所有以收購日期予以衡量）衡量
商譽。當差額為負值時，則即時於損益確認該議價購入收益。

本集團選擇以逐筆交易的基準，釐定是否以公平值，或按比例分佔收購日期被收購方可識
別淨資產的已確認金額，衡量非控股權益。

除與發行債券或權益證券有關的交易成本外，本集團就業務合併產生的交易成本於產生時
列作支出。

股份支付獎勵（替代獎勵）須代替被收購方的僱員就過往服務獲得的獎勵（被收購方獎勵）時，
則收購方替代獎勵的全部或部份金額計入核算業務合併的轉讓代價中。此乃根據替代獎勵
的市場基準價值與被收購方獎勵的市場基準價值進行比較以及替代獎勵與過往及／或未來
服務的關聯程度而釐定。

(b) 收購非控股權益的會計處理方法

自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起，本集團已採納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進行
收購非控股權益的會計處理。會計政策的變動於未來期間應用；於當前期間並無對每股盈
利造成任何影響。

自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起，收購非控股權益以作為與權益持有人（以其作為權益持有人的
身份）進行交易處理，故並未就該等交易確認任何商譽。以往，收購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
產生的商譽予以確認，而商譽指於交易日期增加的投資成本超出所收購淨資產權益賬面值
的額外金額。

(c) 向所有者分派非現金資產

自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起，本集團已應用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7號「向所有
者分派非現金資產」進行向所有者分派非現金資產的會計處理。此項新會計政策於未來期
間應用。

本集團以擬分派資產的公平值衡量向所有者分派非現金資產為負債。負債的賬面值於各報
告期間及結算日期重新計量，任何變動於權益確認並作為對此項分派金額的調整。

於交易結算時，本集團於損益確認已分派資產的賬面值與負債的賬面值之間的差額（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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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營業額

營業額指向客戶銷售商品（未計入增值稅及其他銷售稅）的銷售額，且已扣除退貨津貼及任何交
易折扣。於六個月期間內，各重要類別營業額確認的金額載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貨品 1,394,264 1,178,425
提供服務 14,823 5,481

1,409,087 1,183,906

5. 分部報告

董事認為本集團於一個地區經營一項業務，營業額及溢利全部產生自於中國分銷企業資訊科技
產品及提供服務予客戶，故並未呈列分部分析。

6.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收入：
銀行存款的利息收入 (384) (521)
其他 (73) —

(457) (521)

融資成本：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銀行借款的利息 8,757 8,036
其他借款成本 1,368 3,493

10,125 11,529

員工成本：
薪金及津貼 38,355 30,103
退休計劃供款 3,348 2,195

41,703 32,298

其他項目：
折舊 2,699 2,235
匯兌收益淨額 (144) (14)
應收貿易賬款的減值虧損（撥回）／撥備 (6,318) 6,937
有關物業的經營租賃支出 4,920 4,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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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

所得稅指：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1,404 634
中國所得稅 6,989 3,040

8,393 3,674
----------------- -----------------

遞延稅項
暫時差異的產生及撥回 723 (578)

9,116 3,096

香港利得稅撥備按估計應課稅溢利的16.5%（二零零九年：16.5%）計算。香港以外地區之稅項乃
按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相關國家適用的現行稅率撥備。

8.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39,763,000港
元及期內已發行股份的加權平均數311,250,000股計算。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35,132,000港
元計算並假設本公司於完成重組及資本化發行後已發行及可予發行的225,000,000股股份，猶如
該等股份於整個期間已發行。

於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並無潛在攤薄普通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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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包括於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內的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已扣除呆壞賬撥備）
747,336,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72,396,000港元）於結算日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561,597 574,596
----------------- -----------------

逾期少於1個月 53,378 98,544
逾期1至3個月 99,199 72,863
逾期3個月以上 33,162 26,393

逾期款項 185,739 197,800
----------------- -----------------

747,336 772,396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於出具發票日期起計30至90日內到期。

10.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包括於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內的應付貿易賬款569,757,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533,978,000港元）於結算日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60日內到期 542,418 528,600
60日後至120日內到期 23,415 2,928
超過120日後到期 3,924 2,450

569,757 533,978



– 11 –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銷售IBM產品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源自分銷IBM硬件及軟件產品（包括企業伺服器、系統

儲存產品及中間件，通常與增值服務一併銷售）的營業額約為1,218,6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

約為1,109,000,000港元）。該營業額顯著上升約109,600,000港元。分銷IBM產品及提供相關服

務仍然是本集團營業額主要來源，佔本集團本回顧期總營業額約86.5%（二零零九年：約

93.7%）。

於本回顧期，源自銷售IBM產品之營業額增長主要由於經濟危機後金融機構恢復資本開支帶

動資訊科技解決方案需求增加。源自銷售IBM企業伺服器的營業額較去年同期增加約81,900,000

港元或9.9%至約912,3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源自銷售IBM系統

儲存產品及相關服務的營業額增加約24,100,000港元或13.8%至約199,000,000港元。IBM軟件

及相關服務銷售額約為107,300,000港元，上升約3,600,000港元或3.5%。

銷售甲骨文產品

甲骨文的數據管理軟件及應用伺服器之中間件為本集團另一主要分銷產品類別。於本回顧期，

甲骨文產品及相關服務的銷售額約為83,3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40,200,000港元或

93.3%，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5.9%。本集團留意到政府機構及通用事業分部對甲骨文產品的

需求已顯著回升。

其他產品銷售

本集團的其他營業額來源包括，作為華為賽門鐵克的授權分銷商，銷售華為賽門鐵克資訊科

技產品，包括伺服器、儲存及資訊科技安全解決方案以及銷售其他配件。源自此等產品及服

務的營業額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增至約92,3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約

26,300,000港元），主要貢獻來自銷售華為賽門鐵克產品及相關服務。自二零零八年成為華為

賽門鐵克的授權分銷商後，本集團一直致力推廣華為賽門鐵克產品，因此，本集團於本回顧

期內因銷售華為賽門鐵克產品而錄得重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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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營業額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營業額由去年同期約1,183,900,000港元增加約

225,200,000港元至約1,409,100,000港元。該增加主要由於經濟危機後金融機構恢復資本開支

帶動資訊科技解決方案需求增加。

毛利

本集團的毛利由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07,400,000港元增加約15,800,000港元

或14.7%至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23,200,000港元。本集團的毛利率由去年同

期約9.1%輕微下跌至本回顧期的約8.7%。

分銷成本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分銷成本約為 54 ,900 ,000港元，與

二零零九年同期比較增加約13,300,000港元或32.0%。有關增幅主要由於增聘人手令員工成本

增加，加上銷售及服務覆蓋範圍更大令差旅費成本增加所致。

行政費用

本集團的行政費用由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6,500,000港元下跌約8,000,000港

元或48.5%至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8,5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產生應收貿易賬款的減值虧損約6,900,000港元。本集團於本回顧期內錄

得應收貿易賬款減值虧損撥回約6,300,000港元。

融資成本

本集團的融資成本由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1,500,000港元減少約1,400,000港

元或12.2%至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0,100,000港元。該減少主要是由於本集

團更迅速地結清向IBM採購的未償還餘額，得以節省融資成本。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期內溢利

於本回顧期，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由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35,100,000港

元上升約4,700,000港元或13.4%至約39,800,000港元。該溢利上升主要由於中期內金融機構對

企業資訊科技產品需求增加而令營業額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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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的現金流及銀行融資為其日常業務提供資金。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

日，本集團擁有總資產約1,539,900,000港元及淨資產約460,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分別約為1,565,800,000港元及約為418,300,000港元）。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189,000,000港元及銀行借貸約為239,400,000港元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分別約為210,900,000港元及約為302,300,000港元）。計及手頭

現金及來自其業務的經常性現金流，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健全，讓本集團具備有利條件以擴充

其核心業務並達成其業務目標。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貸款均為港元及人民幣貸款，而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則為港元、美元及人民幣。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須償還的銀行貸款如下：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1年內 236,034 297,075
----------------- -----------------

1年後但於2年內 3,326 4,178

2年後但於5年內 — 1,087

3,326 5,265
----------------- -----------------

239,360 302,340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總借貸約29%（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35%）按固定利率

計息。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賬面值約330,3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361,300,000港元）的若干資產已抵押予銀行以令本集團獲授銀行融資及銀行擔保。

淨負債資本比率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淨負債資本比率約11%（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22%）。此比率相當於銀行貸款總額減去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除以權益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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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本集團承受的外匯風險，主要來自進行以美元為單位的銷售及採購及銀行融資，而美元並非

其在香港的附屬公司的功能貨幣。

由於港元與美元掛漖，故本集團認為港元兌美元的匯率變動風險不顯著。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對沖安排。然而，管理層將繼續密切監察其

外匯風險及要求，並在有需要時安排對沖措施。

中期股息

董事決議並不宣派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二零零九年：無）。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中國和香港共有421名僱員（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63名），員工成本總額約為41,7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約32,300,000港元）。

本集團僱員的薪酬乃按照行業慣例和個別員工表現及經驗釐定。本集團主要集中於確保其能

在所處的市場具競爭力，以及足以吸引和挽留合適人才帶領業務增長和提高股東價值。本集

團高度重視培養人才，理由是本集團深信人才對本集團不可或缺。透過持續培訓計劃，本集

團鼓勵員工發展才能並帶領公司前進。本集團相信此舉可為勞資雙方締造雙贏局面。

成立合營公司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與中金數據系統有限公司於北京成立一間

合營公司。該合營公司的註冊資本為人民幣50,000,000元。本集團於該合營公司擁有40%的權

益，於本公佈日期，本集團已向該合營公司的註冊資本出資其份額資本人民幣20,000,000元。

成立該合營公司將增強本集團提供資訊科技技術支持的能力，並擴闊集團的服務範疇。

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用途

經扣除股份發行開支後，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約為

115,900,000港元。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動用約2,000,000港元以成立新的分支

辦事處、約300,000港元以採購新的企業資訊科技產品、約1,600,000港元以成立及擴充資訊科

技解決方案支持中心以及約2,400,000港元以成立培訓中心。所得款項淨額的餘款已存於銀行

短期存款賬戶。本集團將按招股章程載列的方式使用所得款項淨額的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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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及贖回股份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

任何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業務展望

中國政府推出多項正式政策以鼓勵國內資訊科技產業的發展，範圍包括推廣資訊科技應用以

提升不同企業的生產力、推出電子政府服務、以及電子化其他公共服務、發展先進文化網絡、

構建數碼經濟及改善資訊基礎設施以提高中國資訊科技產業的競爭力。中國將繼續成為能幫

助資訊科技用戶提升效率及生產力的資訊科技供應商的強勁市場。因此，本集團亦正於穩步

增長的市場全力發展。

憑藉本集團管理團隊以優質企業資訊科技產品、具成本效益的資訊科技解決方案及綜合資訊

科技技術支持服務的領先供應商的豐富經驗，本集團計劃透過多項策略方針：(i)拓展銷售網

絡及覆蓋及多元化發展產品分銷組合；(ii)擴闊產品採購網絡及(iii)拓展其在中國提供資訊科

技服務，以加強其市場地位。

於本回顧期內，本集團已進一步加強其資訊科技技術服務團隊，旨在增強本集團在中國的資

訊科技服務能力，迎合終端用戶的需求。資訊科技技術服務團隊由富有經驗及合資格的技術

人員帶領。在不久的將來，該團隊將集中於以下領域提供服務：(i)中央監控及服務程序；(ii)

災難備份；以及(iii)資訊科技系統維護。

此外，於二零一零年七月十四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富通科技發展控股（香港）有限公司與

專注於資訊科技基礎設施解決方案的全球領先者EMC Computer Systems (FE) Limited簽訂策

略合作夥伴諒解備忘錄，在促進虛擬儲存及雲計算產品及方案方面作全方位、深入及全面的

合作。企業數據中心的需求目前正急劇變化。因此，本集團預期現在及將來中國的雲計算市

場將空前增長。該合作關係旨在滿足客戶不斷變化的要求。本集團透過與上游供應商開展深

入的策略性合作，將能在市場轉型時取得較有利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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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董事會認為，本公司已應用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

規定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的原則並遵守守則條文，惟偏離守則條文A.2.1者除外。

董事會相信，委任陳健先生為本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有助於強大而一致的領導，讓本集團能

夠迅速及有效地實行決策及業務策略。董事會認為，由於本公司董事會與管理層之間的權力

及權責平衡通過董事會運作得到保證，而董事會則由富經驗且能幹的人士組成，故現有安排

將不會損害權力及權責之間的適當平衡。再者，董事會亦定期會面討論影響本集團營運的重

大問題，並以大多數投票作集體決策，以確保權力並非集中在任何一名個別人士。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列的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作為有關董事證券交易本身的操守守則。

經本公司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均一

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的標準。

審核委員會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本集團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已由其審核委員會審閱，審

核委員會認為，該等業績的編製已遵守適用會計準則及規定，並已作出足夠披露。

刊發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

本公佈已刊登於本公司網站(www.futong.com.hk)及聯交所指定的發行人網站(www.hkexnews.hk)。

本公司二零一零年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寄發本公司股東並在上述網站提供。

代表董事會

富通科技發展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陳健

香港，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陳健先生、張昀女士及關濤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均雄先

生、袁波先生及何柏泰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