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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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明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

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中 國 全 通（控 股）有 限 公 司
CHINA ALL ACCESS (HOLDINGS)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33）

中 期 業 績 公 告

摘要：

1. 期內，收益較去年同期增加約58%，錄得金額約人民幣一億二千九百零九萬

元。

2. 期內溢利較去年同期增加約63%，錄得金額約人民幣三千四百六十五萬元。

3. 董事會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1.0港

仙（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中國全通（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畢馬威會計師

事務所及董事會審核委員會已審閱的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下文統稱「本集團」）截

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九年同期的

比較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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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列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3 129,094 81,841

銷售成本 (76,461) (50,199)

毛利 52,633 31,642

其他收益 947 1,609

其他收入淨額 214 358

分銷開支 (2,089) (387)

行政開支 (11,155) (4,698)

經營溢利 40,550 28,524

融資成本 4(a) (152) (3,453)

除稅前溢利 4 40,398 25,071

所得稅 5 (5,745) (3,798)

期內溢利 34,653 21,273

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34,679 21,273

　非控制性權益 (26) —

期內溢利 34,653 21,273

每股盈利（人民幣） 6 0.033 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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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列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內溢利 34,653 21,273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中國以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的

　匯兌差額，減去零稅項 (653) (308)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34,000 20,965

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34,026 20,965

　非控制性權益 (26) —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34,000 20,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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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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人民幣列示）

於 於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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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367 48,247
無形資產 11 2,070 —
商譽 11 367 —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7 71,185 53,911

146,989 102,158
-------------- --------------

流動資產
存貨 7,836 8,395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7 137,867 130,948
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的銀行存款 68,000 68,00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78,709 465,200

692,412 672,543
-------------- --------------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8 61,797 38,293
計息借貸 9 722 —
應付所得稅 7,727 9,045

70,246 47,338
-------------- --------------

流動資產淨額 622,166 625,205
--------------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69,155 727,363
-------------- --------------

非流動負債
計息借貸 9 14,613 —
遞延稅項負債 9,413 8,896

24,026 8,896
-------------- --------------

資產淨額 745,129 718,46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9,141 9,141
儲備 734,258 709,326

應佔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權益總額 743,399 718,467

非控制性權益 1,730 —

權益總額 745,129 718,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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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以人民幣列示）

1 編製基準

本中期財務資料乃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條文，包括遵守香

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

報告而編製。本中期財務資料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日獲授權刊發。

除郤預期於二零一零年年度財務報表內反映的會計政策變動外，本中期財務資料的編製與二

零零九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相同。有關會計政策變動載於附註2內。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比較數字，來自按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九月四日

的招股章程所述共同控制下的業務重組而編製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非法定

綜合財務報表。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綜合財務報表編製基準進一步詳情載

於本公司二零零九年中期財務報告內。

管理層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的中期財務資料時需要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而此等

判斷、估計及假設會影響會計政策的採用及資產與負債及年度累計收入與支出的呈報金額。

實際結果與該等估計可能存在差異。

本中期財務報告未經審核，但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審閱工

作準則第2410號「獨立審計師對中期財務信息的審閱」作出審閱，當中無須修訂之審閱報告載

於寄發予股東之中期財務報告內。

載於中期財務資料內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的有關財務資料，乃過往已呈報的資料而並不構成本公司於該財政期間╱年度的財務

報表一部分，惟摘錄自該等財務報表。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非法定財務報

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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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數師分別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及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日在其刊發的報告對該等財務報

表發表無保留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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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了兩項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及一項

新訂詮釋在本集團及本公司的本會計期間開始生效。當中與本集團財務報表相關的發展如下：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二零零八年經修訂），業務合併

－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二零零九年）

本集團並無採納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任何新訂準則或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二零零九年）引入的修訂對本集團的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其他

發展導致會計政策變動，惟由於下列原因，該等政策變動並無對本期間或比較期間造成重大

影響：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起採納，該等修訂適用於本期間內發生的

業務合併（附註11），惟由於本集團有關業務合併產生的交易成本並不重大，故對本集團

於本期間的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 有關分配至非控制性權益（前稱少數股東權益）的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的修訂本並無重大

影響，由於本期間內並無分配至非控制性權益的虧損高於其股本權益。

3 分部報告

本集團按分部管理業務，而分部按業務範圍設立。本集團採取與向本集團最高級行政管理人

員進行內部匯報一致的方式進行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並已呈列下列三個可申報分部。並無

合併營運分部以形成下列可申報分部。

－ 提供衛星通訊應用解決方案及服務包括衛星通訊的項目設計、安裝、測試、應用服務，

以及分銷衛星接收器及設備。

－ 提供無線數據通訊應用解決方案及服務包括無線數據通訊的安裝、測試、應用服務，以

及分銷無線終端及設備。

－ 提供呼叫中心應用解決方案及服務包括呼叫中心的系統設計、軟件開發、技術支援、系

統安裝及質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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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本期間向本集團最高級行政管理人員提供並以用作資源分配和分部表現評估的本集

團可申報分部資料如下：

提供衛星通訊 提供無㵟數據通訊 提供呼叫中心

截至六月三十曰 應用解決方案及服務 應用解決方案及服務 應用解決方案及服務 總計

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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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來自外部客戶

　的收益（附註） 59,300 48,146 67,561 31,605 2,233 2,090 129,094 81,841

分部經營溢利 24,568 20,643 31,430 14,133 1,379 1,294 57,377 36,070

期內折舊 151 109 24 36 343 311 518 456

期內非流動分部

　資產添置 — 55 26 30 204 101 230 186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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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可申報分部資產 76,314 67,487 115,384 108,215 35,460 3,188 227,158 178,890

可申報分部負債 10,730 13,266 32,419 1,043 — — 43,149 14,309

附註：主要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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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內，佔本集團收益10%或以上的客戶的收益載列如下：

截至 提供衛星通訊 提供無線數據通訊

六月三十日 應用解決方案及服務 應用解決方案及服務 總計

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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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戶A 6,701 18,594 21,619 9,971 28,320 28,565

客戶B 14,538 17,142 — — 14,538 17,142

21,239 35,736 21,619 9,971 42,858 45,707

(b) 可申報分部溢利、資產及負債的對賬

截至六月三十曰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溢利

來自本集團外部客戶的可申報分部溢利 57,377 36,070

其他收益 947 1,609

其他收入淨額 214 358

折舊及攤銷 (5,113) (4,871)

融資成本 (152) (3,453)

未分配總辦事處及公司開支 (12,875) (4,642)

除稅前綜合溢利 40,398 25,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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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曰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可申報分部資產 227,158 178,890

未分配總辦事處及公司資產 612,243 595,811

綜合資產總額 839,401 774,701

負債

可申報分部負債 43,149 14,309

未分配總辦事處及公司負債 51,123 41,925

綜合負債總額 94,272 56,234

未分配總辦事處及公司開支主要包括並非明確屬於個別分部的董事及核數師酬金、顧問費及

其他商業機構管理成本。

未分配總辦事處及公司資產主要包括並非明確屬於個別分部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無形資產、

預付款項及按金以及物業、廠房及設備。

未分配總辦事處及公司負債主要包括並非明確屬於個別分部的計息借貸。

(c) 地區分部

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本集團的絕大部分業務均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且本集團的

所有營業額及所貢獻的除稅前溢利均源自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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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以下各項而達致：

截至六月三十曰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a) 融資成本

借款利息 124 3,427

其他融資成本 28 26

融資成本總額 152 3,453

(b) 其他項目

物業、廠房及機器折舊 5,631 5,327

利息收入 (947) (1,413)

已售存貨成本 67,709 42,607

5 所得稅

截至六月三十曰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當期稅項—中國企業所得稅 5,745 2,937

遞延稅項 — 861

5,745 3,798

(a)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的規則及法例，本集團無須繳付任何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

群島的所得稅。

(b) 由於本集團在香港的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蒙受

經調整稅項虧損或並無有關香港利得稅的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c) 根據中國所得稅規則及法例，本集團在中國的附屬公司須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按25%（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5%）稅率支付中國企業所得稅，

惟河北諾特通信技術有限公司（「河北諾特」）獲稅項寬減期，河北諾特於其首個獲利年度

起計兩年獲全數豁免中國企業所得稅，以及其後三年獲豁免50%中國企業所得稅。河北

諾特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稅率為12.5%（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六個月：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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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盈利乃按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人民

幣34,679,000元及於本期間的加權平均已發行普通股1,037,500,000股而計算。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盈利乃按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人

民幣21,273,000元及假設本公司有750,000,000股已發行及可予發行股份（包括於過往期間內已

發行的一股股份、根據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八日進行的重組（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九

日四日之招股章程所述）發行的1,999,999股股份及根據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五日進行的資本化

發行已發行的748,000,000股股份），猶如有關股份於過往期間一直發行在外而計算。

由於在本期間或過往期間內並無攤薄工具，故並無披露每股攤薄盈利。

7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

應收貿易賬款 41,788 44,579

業績擔保按金 (ii) 29,397 9,332

71,185 53,911

流動

應收貿易賬款 131,803 120,475

減：呆賬撥備 (445) (445)

131,358 120,030

業績擔保按金 (ii) — 4,866

其他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按金 6,509 6,052

137,867 130,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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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i) 於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河北諾特與天宇通信集團有限公司（「天宇通信」）訂立一份

長期合作協議，協議期限為五年，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止。於二零零九年九月，河北諾

特與天宇通信簽署一份備忘錄，據此，河北諾特承諾向天宇通信提供最高金額為人民幣

1.00億元的財務支援，以協助天宇通信擔任本集團的代理人以提供若干電訊服務及與若

干客戶進行交易，而所有與該等客戶有關的風險及報酬則由本集團承擔。向天宇通信提

供的財務支援為免息及須於一個月內償還。倘若天宇通信未能於一個月內償還款項，將

會按市場利率計息，另加資金金額0.05%的每日罰金，最高罰金以資金金額的5%為限。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日，河北諾特與天宇通信簽署一份備忘錄，增加財務支援最高金

額至人民幣1.15億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財務支援安排下最高尚餘

金額為人民幣1.11億元。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八日，最高財務支援金額減回至人民幣

1.00億元。向天宇通信提供的所有財務支援已於一個月內收取，尚餘財務支援於期內任

何時間均無超逾最高金額。雙方已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中止財務支援安排。

(ii) 根據長期合作協議，河北諾特向天宇通信提供總額為人民幣30,000,000元的業績擔保按

金，該擔保按金須根據協議規定方式每年調整。業績擔保按金乃於本集團未能向客戶履

約情況下就天宇通信的經營提供擔保。於天宇通信擔任本集團的代理人所進行的項目的

保留期屆滿後，該項業績擔保按金將退還予河北諾特。預計於結算日一年後退還的金額

將歸類為非流動應收款項，並按退還按金的時間使用於中國的商業銀行同類工具一般可

用的利率貼現。

於二零零九年，已退還合共人民幣15,000,000元的按金。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由於管理層預計天宇通信將會增加業務轉介，故向天宇通信提供人民幣

15,000,000元的額外按金，增加業績擔保按金至人民幣30,000,000元。總結餘預計將於二

零一二年年底收回。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業績擔保按金現值人民幣29,397,000元（二

零零九年：人民幣9,332,000元）分類為非流動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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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齡分析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內所包括的應收貿易賬款（切除呆賬撥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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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 127,648 144,167
-------------- --------------

逾期少於1個月 31,777 11,953

逾期1至3個月 1,384 3,150

逾期超過3個月但少於12個月 10,149 3,644

逾期超過12個月 2,188 1,695

逾期金額 45,498 20,442
-------------- --------------

應收貿易賬款（扣除呆賬撥備） 173,146 164,609

分為：

非流動應收貿易賬款 41,788 44,579

流動應收貿易賬款 131,358 120,030

173,146 164,609

提供應用解決方案（銷售終端設備除外）的合約款項一般以分期付款形式於不同階段支付及應

付，當中包括：(i)於簽訂合約之時應付的首期款項；(ii)餘款於項目驗收後三個月內支付，惟

5%-10%的保留款項（如有）將由項目客戶保留，直至保修期屆滿為止。就銷售終端設備而言，

合約款項一般於交付相關終端設備時支付。本集團可根據其與該等客戶的磋商及關係，向有

關客戶授出長達180日的信貸期。此外，本集團或允許財務背景良好及並無拖欠記錄的若干

客戶分期付款。一般而言，本集團並無自客戶處取得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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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貿易賬款 30,881 11,429

預收賬款 952 2,213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9,964 24,651

61,797 38,293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內所包括的應付貿易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1個月內到期或按要求償還 28,069 7,588

於1個月後但3個月內到期 2,709 3,740

於6個月後但12個月內到期 103 101

30,881 1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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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計息借款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銀行貸款償還如下：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部分

一年內 722 —
-------------- --------------

非即期部分

一年以上兩年以內 749 —

兩年以上五年以內 2,428 —

五年以後 11,436 —

14,613 —
-------------- --------------

按揭貸款總額 15,335 —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按揭貸款以本集團於中期期間內收購賬面值約為人民幣25,456,000

元的辦公大樓作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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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息

(i) 於中期期間應付的本公司權益持有人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中期期間後宣派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0港仙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10,375 —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相當於 9,051 —

(ii) 於中期期間批准於上一個財政年度應付的本公司權益持有人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下一個中期期間批准及支付截至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末期股息每股

　普通股1.0港仙（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無） 10,375 —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相當於 9,094 —

11 業務合併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二日，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北京全通諾特通信技術有限公司（「北京

諾特」）與北京治平網絡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治平」）及其股東訂立股本認購協議，據此，北京

諾特將會以向北京治平注入新增註冊資本的方式收購北京治平60%股權，總金額為人民幣

3,000,000元。

收購前，北京治平的註冊資本為人民幣2,000,000元，分別由兩位人士（均為本集團的獨立第

三方）擁有80%及20%的股權。於北京治平獲注資後，北京治平的註冊繳足資本總額將會由人

民幣2,000,000元增加至人民幣5,000,000元，而北京治平將會由北京諾特擁有60%股權，而上

述兩位人士分別擁有32%及8%股權。北京治平自此將會成為本公司的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

及於其後易名為北京全通治平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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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治平於收購日的資產淨值分析如下：

收購前 收購時的

賬面值 公平值調整 確認價值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無形資產 — 2,070 2,070

流動資產 104 — 104

流動負債 (268) — (268)

遞延稅項負債 — (517) (517)

可識別資產淨值 (164) 1,553 1,389

注資 3,000

4,389

集團佔百分之六十可識別資產淨值 2,633

自收購日產生的商譽 367

以現金償付的收購代價總額 3,000

有關多媒體衛星傳送網的技術知識的無形資產及其價值由獨立估值師釐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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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作為在中國公共安全及應急業務的橫跨不同網絡、平台及行業的通訊應用解決方

案及服務供應商，相比於二零零九年同期，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的收益錄

得顯著增長，主要由於本集團舉辦多項推廣活動，改善品牌知名度及加強本集團

在中國公共安全及應急業務行業以客為本的企業形象。

本集團為客戶提供一站式解決方案，不僅出售整套設備，更提供軟件開發、網絡

接入、系統更新、運營維護及因應個別客戶需要而提供的服務。此項獨特策略加

上本集團追求世界各地最先進的技術，使本集團成為行內先驅。隨著本集團的應

用系統及解決方案逐漸滲透中國市場，「全通」的品牌在中國已被認定為有良好質

素及服務。

建基於本集團在北京、上海及廣州等地的地區中心，本集團已在全國成立20多個

營業點。強大的銷售及市場推廣網絡協助本集團在所有主要地方市場建立起強大

地位。因此，本集團取得更多銷售機會，從而提高我們的增長動力。

在過去幾年，我們的解決應用方案應用於北京奧運、海南博鰲亞洲論壇、F1亞洲

上海站及其他盛事。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的多項衛星通訊應用系統被上海世博執

行任務的一些政府部門使用執勤。在上海世博等盛事展示產品，對本集團在行內

推廣品牌至關重要。

此外，本集團與 BINZ Ambulance-und Umwelttechnik GmbH、 RaySat Antenna

Systems Israel Ltd及 ITwell Co. Ltd等專門技術供應商成為伙伴，從而向客戶提供

最頂尖的產品。

本集團的一站式解決方案策略、強大的銷售網絡、在重大事件中提供服務而聲名

鵲起、與技術夥伴合作，均有助無遠弗屆地拓展本集團品牌並進一步提升我們的

競爭力及市場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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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的應用

經扣除相關開支後，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九月的首次公開發售（「首次公開發售」）

所得款項淨額約為403.47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按照

二零零九年九月四日刊發的本公司招股章程（「招股章程」）所述的所得款項用途應

用所得款項淨額中的105.65百萬港元。所得款項淨額的餘額約297.82百萬港元的用

途亦將與招股章程所述者相同。

財務回顧

由於本集團繼續實施其核心策略，為客戶提供創新產品，使客戶在經營業務時享

有應用先進技術的好處，我們成功達成管理層所設定的二零一零年上半年主要營

運指標的目標。我們向股東欣然宣佈一份令人滿意的財務業績。

收益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收益約人民幣一億二千九百零

九萬元，較上一個年度同期的人民幣八千一百八十四萬元增加約58%。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我們的收益較上一個年度同期增加，主

要是以下因素所致：

‧ 提供衛星通訊應用解決方案及服務所錄得的收入，由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四千八百一十五萬元，增加至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五千九百三十萬元，增幅約23%。高雙位數大幅增

長歸功於滲透新行業及擴大現有行業的市場份額的策略。利用政府緊急通訊

系統現代化的良機，加上上海世博的安全要求，我們的上海分部為本業務貢

獻14%收益。因此，五個市政府部門合計使用我們的七個系統，以支援在該項

國際盛事的安全防護任務；並刺激我們在另外兩個直轄市北京及天津的銷售，

分別錄得約23%及100%收益增長。

‧ 提供無線數據通訊應用解決方案及服務所錄得的收入，由截至二零零九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三千一百六十一萬元，增加至截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六千七百五十六萬元，增幅約138%，主要由

銷售生產監控系統及道路交通違法處罰電子繳款解決方案所帶動。收益分部

錄得可觀增幅，佔本業務收益達92%，歸功於我們的全國性網絡加大在各個主

要地方市場的銷售及市場推廣力度，以及易於使用的3G移動通訊技術提高了

對我們的產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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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約為人民幣五千二百六十三

萬元，較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約人民幣三千一百六十四萬元增加約66%。另一方

面，毛利率由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39%增加至截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41%。毛利增長主要是以下因素所致：

‧ 提供衛星通訊應用解決方案及服務的毛利，由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的約人民幣二千零七十五萬元，增加至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的約人民幣二千四百八十九萬元，增幅約為20%。

‧ 提供無線數據通訊應用解決方案及服務的毛利，由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一千四百三十三萬元，增加至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三千一百六十五萬元，增幅約為121%。

行政及分銷開支

行政及分銷開支由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五百零九萬元，

增加至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一千三百二十四萬元；增

幅約為160%，主要是本集團實施建立全國銷售及市場推廣網絡的增長策略所致。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全國包括香港擁有6間附屬公司及18個銷售

辦事處（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僅有3間附屬公司及2個銷售辦事處）。另一方面，

本集團平均員工數目由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90名，增加至截至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158名，帶動員工成本上升107%至約人民幣五

百九十五萬元，佔行政及分銷開支約45%。回顧期內，其他主要項目包括審計費

用、辦事處開支、差旅費、以及租金及保險，合共佔行政及分銷開支約49%，該

等開支較二零零九年上半年增加約239%。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由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三百四十五萬元，減

少至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十五萬元，減幅約為96%，

主要由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的未償還計息借款金額較二零零九年上半年大幅減少。



– 21 –

所得稅

所得稅金額由約人民幣三百八十萬元，增加至約人民幣五百七十五萬元，而實際

稅率由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15%輕微減少至截至二零一零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14%。

期內溢利

期內溢利由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二千一百二十七萬元，

增加至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三千四百六十五萬元，增幅

約為63%，主要是收益增加58%所致。

流動資金及資本來源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人民幣四億七千八百七

十一萬元（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四億六千五百二十萬元）。於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計息借款約為人民幣一千五百三十四萬元（於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的計息借款主要來

自籌措按揭貸款，以融資購置位於香港及廣州的辦公物業。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按計息借款總額除以資產總

額計算）約為2%（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零）。資產負債比率增加，因為

籌措按揭貸款以融資購置位於香港及廣州的辦公物業。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本集團擁有流動資產約人民幣六億九千二百四十一萬元（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約人民幣六億七千二百五十四萬元），而流動負債約為人民幣七千零二

十五萬元（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四千七百三十四萬元）。流動

比率（按流動資產除流動負債計算）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約為9.86倍，二零零

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流動比率是14.21倍。

董事會管理流動資金的方式為盡可能確保其擁有充足流動資金以於債務到期時償

還債務，不致產生不能接受的虧損或面臨損害本集團聲譽的風險。

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銷售以其相同的功能貨幣人民幣計值，因此本集團不會承擔重大外匯風

險，且董事會預期未來貨幣波動不會嚴重影響本集團的業務。本集團不會利用任

何金融工具作對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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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開支及附屬公司投資

回顧期內，本集團的資本開支總額約為人民幣三千零七十六萬元，主要用於收購

辦公物業、設備及北京治平網絡科技有限公司60%股權，詳情已載於本公司日期

為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二日的公佈內。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抵押賬面值約人民幣一千六百五十萬元的香港

辦公物業以獲得按揭貸款約人民幣一千零九十九萬元；以及本集團抵押賬面值約

人民幣八百九十五萬元的廣州辦公物業以獲得按揭貸款約人民幣四百三十五萬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聘請約190名僱員（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約94名僱員）。本集團僱員的薪酬按現行市場條款及個別表現而定，本集團並會

定期審閱薪酬組合及政策。本集團為其僱員提供具競爭力的薪酬組合，並為界定

供款退休金計劃供款，亦為本集團僱員及其他合資格參與者採納購股權，詳情載

於下文「購股權計劃」一段。

前景

配合我們在中國強大的全國銷售及市場推廣網絡，以及與先進科技供應商合作，

我們推出的成功的應用方案已攻佔多個不同行業。因此，我們的客戶在多項中國

本地及國際性盛事使用我們的產品，本集團的品牌在中國市場上已廣為人知。隨

著市場日益確認衛星通訊系統在應急業務及安全防護方面的優勢，該等行業的用

家將會更新現有系統，並透過採購產品安裝更精密的系統，使客戶能夠使用最尖

端的技術。因此，我們的衛星通訊應用方案業務將會受益於市場快速增長的趨勢。

同時，本集團正推廣我們的無線數據通訊應用解決方案產品為行業標準，從而提

高我們的競爭力，我們就此已取得初步顯著成績。配合我們竭力進一步增強全方

位的市場滲透，預期無線數據通訊應用解決方案將會繼續成為我們的主要增長動

力。除此之外，我們透過與中國的全國性電信營運商合作，在大眾市場開拓衛星

通訊應用方案的市場機會。我們將會繼續致力成為橫跨不同網絡、不同平台及不

同市場的解決方案及服務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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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及贖回上市證券

於回顧期間，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入、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

券。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本集團透過向北京治平網絡科技有限公司注入新增註冊股本

的方式收購其60%股權，總金額為人民幣三百萬元。收購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

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二日之公佈內。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回顧期間，本公司概無進行其他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

公司或聯營公司。

購股權計劃

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八日獲本公司當時股東以決議

案有條件批准。本公司概無於回顧期間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行使或註銷購股權。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購股權計劃項下亦無尚未行使購股權。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並無知悉任何資料，足以合理地顯示本公司或其任何董事於截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有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訂立守則，其條款不比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規定標

準寬鬆。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所有董事確認彼等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十及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所採納的

守則所載的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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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審閱

董事會轄下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

審核中期業績。

中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1.0港仙（截

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本公司將會向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七日

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支付中期股息。預期將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日或前

後派付中期股息。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五日至二零一零年十月七日（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

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在該期間將不會處理任何本公司股份過戶手續。為符

合資格獲派付中期股息，所有本公司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不遲於二零

一零年十月四日下午四時正前，送達本公司香港的股份過戶登記處聯合證券登記

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駱克道33號中央廣場褔利商業中心18樓。

刊登中期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

中期業績公佈在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的網站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的網

站www.chinaallaccess.com上刊登。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中期報告亦將於適當時候在上述網站上刊登。

承董事會之命

中國全通（控股）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

蕭國強

香港，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執行董事為陳元明先生及蕭國強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則為

潘潤澤先生、黃志文先生及林健雄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