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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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O-i TECHNOLOGY LIMITED
中國數碼信息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50）

截至2010年6月30日止6個月之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告

中期業績
中國數碼信息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2010
年6月30日止6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2009年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2010年6月30日止6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0年 2009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營業額 4(a) 305,567 195,212
銷售及提供服務之成本 (86,172) (53,081)
     

毛利 219,395 142,131
其他經營收入 4(b) 55,752 77,210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121,403) (125,808)
行政開支 (115,907) (130,191)
其他經營開支 (122,734) (43,047)
融資成本 (2,346) (2,981)
應佔一家聯營公司業績 – –
     

除所得稅前虧損 5 (87,243) (82,686)
所得稅開支 6 (7,954) (9,033)
     

期內虧損 (95,197) (91,719)
     

期內下列人士應佔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86,007) (87,242)
非控股權益 (9,190) (4,477)
     

期內虧損 (95,197) (91,719)
     

港仙 港仙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之每股虧損 7
－基本 (0.432) (0.438)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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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2010年6月30日止6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0年 200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虧損 (95,197) (91,719)

其他全面收益，包括重新分類調整：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之匯兌差額 3,728 (1,043)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包括重新分類調整及扣除稅項 3,728 (1,043)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91,469) (92,762)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83,161) (88,232)

非控股權益 (8,308) (4,530)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91,469) (92,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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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2010年 2009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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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969 222,594
投資物業 – 11,409
經營租賃下之預付土地租賃費 56,295 56,316
於一家聯營公司之權益 – –
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 2,284 324
商譽 104,323 82,098
按金 – 142,199
其他無形資產 188,392 65,184
向最終控股公司貸款 – 1,544,576
     

610,263 2,124,700
     

流動資產
按公允價值於損益賬處理之金融資產 38,676 102,440
應收貿易款項 8 96,586 23,004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413,592 368,860
應收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1,340,478 –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47,349 78,654
     

1,936,681 572,958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 9 51,626 31,981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46,913 107,769
遞延收益 75,009 82,404
稅項撥備 66,191 58,988
欠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 174,811
欠一名董事款項 42,938 41,664
欠股東款項 5,006 5,006
欠一家聯營公司款項 5,505 5,505
有抵押銀行借貸 78,404 11,400
     

471,592 519,528
     

流動資產淨值 1,465,089 53,43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075,352 2,178,130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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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2010年 2009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有抵押銀行借貸 7,991 19,300
     

7,991 19,300
     

資產淨值 2,067,361 2,158,830
     

權益

股本 10 199,145 199,145
股份溢價 39,194 39,194
儲備 1,788,720 1,871,88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027,059 2,110,220
非控股權益 40,302 48,610
     

權益總額 2,067,361 2,158,830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201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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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香港會計
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附錄16之適用條文而編製。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不包括於年度財務報表中所規定
全部資料及披露以及應與本集團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
覽。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未經審核，惟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並於2010年8月
27日獲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批准刊行。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若干列作可供出售及按公允價值於損益賬處理之金融工具按公允價值列值外，本簡
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除本集團首次應用下列香港會計師公會
頒佈與本集團有關且於本集團於2010年1月1日開始之年度期間之財務報表生效之新訂
準則、修訂及詮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外，編製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用
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述者一致。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2008年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2008年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多項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2009年年度改進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0年6月30日止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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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業務合併（2008年經修訂）

此項經修訂準則對業務合併之會計規定作出重大變動。該準則保留會計購買法（現稱為
收購法）之主要特點。此項經修訂準則最主要之變動如下：

— 合併時與收購相關之成本於綜合收益表列賬為支出。該等成本過往列賬為收購成
本一部分。

— 所收購資產及所承擔負債一般按其於收購日之公允價值計量，除非經修訂準則載
有特別及特定計量規定。

— 任何或然代價乃按於收購日之公允價值計量。倘或然代價安排導致產生金融負
債，則其後出現之任何變動一般於損益中確認。過往僅在可能須支付或然代價
時，方會於收購日確認或然代價。

此項經修訂準則已提前應用於收購日為2010年1月1日或之後之業務合併。本集團認為
此舉不會對本集團造成重大財務影響。收購日期為2010年1月1日前之業務合併並無重
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2008年經修訂）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2008年經修訂）規定須同時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2008年經修訂）。此經修訂準則對非控股（前稱「少數股東」）權益之交易及失去附屬公
司控制權涉及之會計規定作出變動。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2008年經修訂）情況
相近，此經修訂準則須提早應用。過往收購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產生之商譽已確認，
即收購額外投資成本超出所收購資產淨值權益於交易日期之賬面值的差額。本集團於
本期間並無進行任何涉及非控股權益之交易。此外，全面收入總額必須分配到非控股
權益，即使此會導致非控股權益中出現虧絀結餘。因此，採納此經修訂準則不會對本
中期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財務影響。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10年6月30日止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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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2009年年度改進－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2009年年度改進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作出若干微細之修訂。僅與本
集團有關之修訂為有關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該項修訂規定，土地租賃採用香港
會計準則第17號之一般原則按融資或經營租賃分類。於該項修訂之前，香港會計準則
第17號一般規定土地租賃分類為經營租賃。本集團以該等租賃開始時現有資料為準，
重新評估於2010年1月1日未屆滿預付土地租賃費之分類，認為是項修訂對本集團並無
重大財務影響。

採納其他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目前及過往期間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
響。

香港會計師公會另已頒佈多項於2010年1月1日後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之新訂準則、準
則修訂及詮釋。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此等準則。董事現正評估首次應用此等新訂及經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惟尚未能表明會否對本集團業績及財務狀況產生重大
財務影響。

3. 分部資料

執行董事認定本集團三大服務系列：企業IT應用服務、金融財經資訊服務及遠程教育
服務為可呈報分部。有關其他不作可呈報分部之業務及經營分部之資料均加以合併，
於「其他分部」披露。其他分部包括證券買賣。經營分部按經調整分部經營業績監控及
作出策略決定。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10年6月30日止6個月



8

3. 分部資料（續）

截至2010年6月30日及2009年6月30日止6個月之分部業績如下：

截至2010年6月30日止6個月
 

企業IT
應用服務

金融財經
資訊服務

遠程
教育服務 其他分部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來自對外客戶 292,133 9,710 3,724 – 305,567
來自其他分部 – – – – –
      

可呈報分部收益 292,133 9,710 3,724 – 305,567
      

可呈報分部業績 (76,929) (19,421) (1,061) (26,411) (123,822)
      

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6個月
 

企業IT
應用服務

金融財經
資訊服務

遠程
教育服務 其他分部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來自對外客戶 183,327 9,814 2,071 – 195,212
來自其他分部 – – – – –
      

可呈報分部收益 183,327 9,814 2,071 – 195,212
      

可呈報分部業績 (113,562) (21,006) (2,818) 727 (136,659)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10年6月30日止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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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續）

於2010年6月30日及2009年12月31日之可呈報分部資產如下：

企業IT

應用服務
金融財經
資訊服務

遠程
教育服務 其他分部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2010年6月30日 950,670 8,580 1,745 40,731 1,001,726
      

於2009年12月31日 832,112 10,079 919 102,497 945,607
      

本集團經營分部業績呈報之總額與本集團於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呈列之主要財務
數字對賬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0年 200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呈報分部收益 305,567 195,212

分部間收益對銷 – –
   

本集團收益 305,567 195,212
   

可呈報分部業績 (97,411) (137,386)

其他分部業績 (26,411) 727

銀行利息收入 – 12

其他利息收入 46,428 68,833

並非按公允價值於損益賬處理之金融資產之
 利息收入總額 46,428 68,845

折舊及攤銷 (4) (146)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162 –

未分配企業開支 (10,007) (14,726)
   

除所得稅前虧損 (87,243) (82,686)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10年6月30日止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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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營業額及其他經營收入

(a) 本集團之營業額指來自下列主要業務之收入：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0年 200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企業IT應用服務 292,133 183,327

金融財經資訊服務 9,710 9,814

遠程教育服務 3,724 2,071
   

305,567 195,212
   

(b) 其他經營收入：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0年 200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94 163

其他利息收入 46,428 68,833

並非按公允價值於損益賬處理之金融資產之
 利息收入總額 46,522 68,996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162 –

按公允價值於損益賬處理之金融資產之
 公允價值淨收益 – 820

政府補助 7,449 2,949

租金收入 – 1,787

雜項收入 1,619 2,658
   

55,752 77,210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10年6月30日止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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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所得稅前虧損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0年 200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所得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以下各項：
無形資產攤銷 33,792 16,42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毛額 13,518 15,424

減：就無形資產資本化之金額 (14) (22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淨額 13,504 15,204

投資物業折舊 54 144

經營租賃下之預付土地租賃費 659 654

按公允價值於損益賬處理之金融資產
 之公允價值淨虧損╱（收益） 26,724 (820)
   

6. 所得稅開支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0年 200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利得稅
 即期稅項開支 4,317 7,423

中國企業所得稅
 即期稅項開支 3,637 1,610
   

7,954 9,033
   

截至2010年6月30日止6個月，香港利得稅乃按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6.5%（截至
2009年6月30日止6個月：16.5%）之稅率作出撥備。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10年6月30日止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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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續）

除附屬公司所在城市適用之優惠稅率外，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乃就於中國
經營之附屬公司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25%（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6個月：25%）之
稅率作出撥備。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屬外
商獨資企業，有權在抵銷過往年度稅項虧損後錄得盈利之首兩年內完全豁免繳納企業
所得稅，並於隨後三年獲減半企業所得稅。

此外，若干位於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之附屬公司，可享有15%（截至2009年6月30日
止6個月：15%）之中國企業所得稅優惠稅率。

7.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86,007,000港元（截至2009年6月30日
止6個月：87,242,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19,914,504,877股（截至2009年6月
30日止6個月：19,914,504,877股）計算。

由於截至2010年6月30日及2009年6月30日止6個月並無已發行潛在攤薄普通股，故
並無呈列期內每股攤薄虧損。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10年6月30日止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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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貿易款項

應收貿易款項於出示發票時到期。應收貿易款項按發票日期作出之賬齡分析如下：

2010年 2009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90日 70,771 5,448

91至180日 296 1,475

181至270日 7,142 879

271至360日 2,118 884

超過360日 26,604 24,432
   

應收貿易款項毛額 106,931 33,118

減：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10,345) (10,114)
   

應收貿易款項淨額 96,586 23,004
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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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 2009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90日 11,997 6,045

91至180日 5,683 4,234

181至270日 6,036 13,041

271至360日 6,073 148

超過360日 21,837 8,513
   

51,626 31,981
3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10年6月30日止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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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本

每股面值
0.01港元之
普通股股數 千港元

   

法定股本：
於2009年1月1日、2009年12月31日及
 2010年6月30日 30,000,000,000 300,000
   

已發行及已繳足股本：
於2009年1月1日、2009年12月31日及
 2010年6月30日 19,914,504,877 199,145
   

中期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派發截至2010年6月30日止6個月之中期股息（2009年6月30日︰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主要從事企業IT應用服務、金融財經資訊服務及遠程教育服務。

回顧期內，在國內經濟發展放緩的宏觀環境影響下，本集團雖然在自有產品經營等方面做出
持續努力並有所改善，但仍然未能從整體上有效扭轉虧損狀況。下半年，本集團將重點加
強自身調整，繼續加大自有產品的營銷力度，提升內部管理效率，推動整體經營結構的良
性轉化。期內，營業額約為305,600,000港元（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6個月：195,200,000

港元），而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淨額約為86,000,000港元（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6個月：
87,200,000港元）。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資產淨值約為2,027,100,000港元（2009年12月31

日：2,110,200,000港元），相等於每股約0.102港元。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2010年6月30日止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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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業務回顧（續）

企業IT應用服務

期內，此業務部門之營業額約為292,100,000港元（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6個月：
183,3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約59.4%，而除所得稅前虧損淨額減少至約為
76,900,000港元（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6個月：113,600,000港元）。

本公司透過旗下中企動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繼續專注網站建設、電子郵箱和網絡營銷平台市
場的拓展，自有產品銷售額與佔比有所提升，但由於在研發及業務方面的持續性擴張，延續
了長期以來的持續大力投入策略，故此整體業務表現並未得到明顯改善。

金融財經資訊服務

期內，此業務部門之營業額約為9,700,000港元（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6個月：9,800,000

港元），而除所得稅前虧損淨額約為19,400,000港元（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6個月：
21,000,000港元）。

受國內金融資訊行業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影響，本公司旗下北京世華國際金融信息有限公司
（「世華」）業務進展緩慢。基於這樣的宏觀環境，世華及時將主要精力投入到對產品體系結構
的積極調整和產品開發流程的優化，以進一步增強產品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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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業務回顧（續）

遠程教育服務

期內，此業務部門之營業額約為3,700,000港元（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6個月：2,100,000

港元），而除所得稅前虧損淨額約為1,100,000港元（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6個月：
2,800,000港元）。

本公司旗下北京華夏大地遠程教育網絡服務有限公司（「華夏大地」）通過與地方教育機構的廣
泛合作，為廣大學員提供綜合學業評價服務，同時，華夏大地不斷延伸產品線，拓寬服務
類型和專業領域，使B2C學員數量較去年增長一倍以上，致使此業務部門之虧損情況有所改
善。

技術發展

本公司旗下北京中企開源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在基礎技術和應用技術方面的核心能力有所增
強，並在國產基礎軟件、雲計算及運營支撐等服務領域亦取得一定進展。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

本集團繼續採取審慎之資金及財務政策。於2010年6月30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資產淨值
約為2,027,100,000港元（2009年12月31日：2,110,200,000港元），包括現金及銀行結存約
47,300,000港元（2009年12月31日：78,700,000港元），主要以人民幣及港元為單位。於
2010年6月30日，本集團之借貸總額約為86,400,000港元（2009年12月31日：30,700,000

港元），乃按浮動利率計息。於2010年6月30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約為1.85%（2009

年12月31日：不適用）。

本集團於2010年6月30日之資本承擔約為179,100,000港元，將用作企業IT應用服務總部之
建築工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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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續）

本集團於2010年6月30日之或然負債約為79,200,000港元，乃就信貸融資提供之擔保所致。

於2010年6月30日，預付土地租賃費及樓宇之賬面總淨值約42,100,000港元及按公允價值
於損益賬處理之金融資產之賬面值約1,500,000港元已質押作為本集團信貸融資之抵押。此
外，一間同系附屬公司之銀行存款約77,900,000港元亦為本集團之信貸融資作質押。

匯率波動風險

本集團大部份借貸及交易主要以人民幣及港元為單位。經營開支及收入主要為人民幣，預期
中國經濟持續增長致使人民幣將繼續升值。本集團所錄之資產、負債以及利潤可能亦會受人
民幣匯率影響。儘管於回顧期內，人民幣匯率波動風險並無對本集團有重大影響，本集團仍
會繼續審視及監察人民幣及港元的匯率波動，必要時可能作出適當之外匯對沖安排。

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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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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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按董事會之酌情決定獲授購股權。一般而言，每年均會進行薪金檢
討。於2010年6月30日，本集團約有7,410名員工（2009年6月30日：7,009名）。截至2010

年6月30日止6個月，員工之薪金及津貼共約246,500,000港元（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6個
月：174,1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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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展望

未來全球經濟回升的不確定性，必將困擾國內經濟復蘇的進程，加上國內金融政策的調整，
使2010年的整個市場環境較2009年更為複雜多變。本集團將在堅持既定發展方向的前題
下，努力拓展核心業務，依託強大的技術實力，不斷推出領先的產品與服務；加強市場營銷
力度，提升企業的知名度；透過渠道的擴張與優化，擴大市場佔有率；加強內部資源整合，
提升管理效率、降低運營成本，不斷鞏固和擴大在相關業務領域的領先優勢。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2010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
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董事會認為，截至2010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內，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
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惟下列所述偏差除外：

守則條文A.2.1訂明主席及行政總裁應為獨立角色及不應由同一人擔任。

本公司尚未委任行政總裁。行政總裁之職責亦由本公司主席于品海先生履行。董事會相信，
將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歸於同一人，可使本公司獲得鞏固及貫徹之領導，於業務決策及策
略方面可有效及高效率地計劃及執行。

守則條文A.4.1訂明，非執行董事應按特定任期委任，並須受重選所規限。

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並非按特定任期委任。然而，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所有非執行董事須
受輪值退任規定所規限。因此，董事會認為，已採取足夠措施確保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實務不
低於企業管治守則所訂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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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交易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公司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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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30日止6個
月期間內已遵守標準守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包括本公司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黃耀文先生、江平教授及馮榮立先生。審核委
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準則及實務、截至2010年6月30日止6個月之未經
審核中期業績，並檢討財務監控、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制度事宜。

發佈中期業績及報告

業績公告刊載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www.hkex.com.hk)及本公司(www.sino-i.com)

網站。載有上市規則規定之全部資料之中期報告將寄發予股東，並將於稍後在相同網站上刊
登。

承董事會命
主席
于品海

香港，2010年8月27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成員包括如下：

執行董事： 非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于品海先生 覃天翔先生 黃耀文先生
陳丹女士 羅寧先生 江平教授
劉榮女士 林秉軍先生 馮榮立先生
王鋼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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