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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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TERPRISE DEVELOPMENT HOLDINGS LIMITED
企 展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編號：1808）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中期業績
企展控股有限公司（前稱為「台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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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未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連同二零一零年同期之比較數據。未經審核中期財
務報告並未經審核但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人民幣列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繼續營業部門
營業額 4 65,861 –
銷售成本  (48,097) –
   

毛利  17,764 –

其他收入  17 –
其他淨虧損 5 (598) (104)
分銷成本  (5,361) –
一般及行政費用  (8,375) (2,550)
其他經營開支  (14) (8)
   

經營溢利╱（虧損）  3,433 (2,662)

融資成本 6(i) (43) –
   

除稅前溢利╱（虧損） 6 3,390 (2,662)

所得稅開支 7 (1,578) –
   

來自繼續營業部門之溢利╱（虧損）  1,812 (2,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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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非繼續營業部門
來自非繼續營業部門之（虧損）╱溢利
 （扣除所得稅後） 8 (8,243) 50,188
   

本期間（虧損）╱溢利  (6,431) 47,526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後）
境外業務換算之匯兌差異  163 499

現金流量套期：套期儲備淨變動數  17,884 8,046
   

本期間全面收益歸屬於本公司權益
 持有人總額  11,616 56,071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
 （人民幣元）
 －來自繼續及非繼續營業部門 10 (0.0085) 0.0797
   

 －來自繼續營業部門 10 0.0024 (0.0045)
   

 －來自非繼續營業部門 10 (0.0109) 0.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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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以人民幣列示）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461 1,640

無形資產  9,818 11,954

商譽  19,541 19,541

遞延稅項資產  168 168
   

  30,988 33,303
   

流動資產
存貨  3,239 3,321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11 50,511 37,287

衍生性金融工具  5,929 6,43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1,812 10,675

分類為持有作分派之資產 8 – 3,223,865
   

  81,491 3,281,578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12 18,149 7,968

應付所得稅  1,402 2,850

承付票據  77,376 –

分類為持有作分派之負債 8 – 2,517,214
   

  96,927 2,528,032
   

   

流動（負債）╱資產淨值  (15,436) 753,54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5,552 786,849
   

非流動負債
承付票據  – 77,287
   

  – 77,287
   

資產淨值  15,552 709,562
   

股本及儲備
股本  7,740 5,962

儲備  7,812 703,600
   

權益總額  15,552 709,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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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以人民幣列示）

1. 編制基準
企展控股有限公司（前稱為「台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日
根據開曼群島法例第22章公司法（一九六一年法例三，以經綜合及修訂者為準）在開曼群島註
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股份自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一日起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主板上市。

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八日，本公司之控股公司台一國際（英屬維京群島）有限公司（「台一國際
（英屬維京群島）」）、啟富控股投資有限公司(Affluent Start Holdings Investment Limited)（「啟
富」）、許守信先生、景百孚先生及本公司訂立一份股份轉讓及認購協議（「協議」），據此，啟
富同意向台一國際（英屬維京群島）收購195,487,000股本公司股份（佔本公司當時之已發行股
本約32.79%），並按每股本公司股份港幣0.06元之現金代價認購210,000,000股新股份（佔本公
司當時之已發行股本約35.23%及佔經認購新股份擴大之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26.05%）。協議
須待建議重組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集團重組」）完成後，方可完成。

根據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完成之集團重組，本公司已將其於台一銅業（英屬維京群島）
有限公司及United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Limited（本公司透過該兩間公司持有其全部裸銅線
及電磁線業務之權益）之全部股權轉讓予Tai-I International Bermuda Co., Ltd.（「台一百慕達」，
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九日於百慕達註冊成立），本公司並於台一銅
業（英屬維京群島）有限公司同意下，將結欠台一銅業（英屬維京群島）有限公司之公司間結餘
轉讓予台一百慕達，代價為港幣1.00元。

由於集團重組之完成，(i)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在中國提供綜合商業軟件方案之軟件業務；及
(ii)台一百慕達及其附屬公司（「台一百慕達集團」）繼續在中國進行製造及銷售裸銅線及電磁
線之業務。

於集團重組完成後，本公司建議將其所有台一百慕達股份按比例分派予本公司股東（「實物分
派」）。實物分派須待本公司之獨立股東批准後，方告完成。

根據獨立股東於二零一一年二月八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之決議案，實物分派及該協議
已獲批准。於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一日，實物分派及該協議已完成。因此，啟富持有405,487,000

股本公司股份並成為本公司之控股公司，而本公司股東按所持一股本公司股份獲發一股台
一百慕達股份之基準收取台一百慕達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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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重組、協議及實物分派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十八日刊發之通函內。

根據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六日通過的特別決議案，本公司名稱由「台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更
改為「企展控股有限公司」。

此中期財務報告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證券上市規則之使用披露規定編制，其中包括遵守國
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所發布的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第34

號－《中期財務報告》。

本中期財務資料已按照二零一零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的相同會計政策編製，預期將於二零
一一年年度財務報表中反映的會計政策變動則除外。有關會計政策變動的詳情載於附註2。

編制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之中期財務報告要求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而有關判
斷、估計及假設會影響政策之應用及以本年累計為基準計算之經呈報資產於負債、收入及支
出之金額。實際業績可能與估計金額有所出入。

中期財務報告包含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經挑選之詮釋性附註。該等附註包括對解釋本集團自
刊發二零一零年年度財務報表以來之財務狀況及表現出現之變動而言屬重大之事項及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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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制
財務報表所須載列的一切資料。

2. 會計政策之變動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已頒布一系列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及一項新訂詮釋，該等新訂及經
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詮釋於本集團現時會計期間首次生效。其中，以下準則與本集團的
綜合中期財務報表相關：

• 國際會計準則第24號（二零零九年修訂版）「關連方披露」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改進（二零一零年）

• 國際財務匯報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9號「以權益工具解除金融負債」

本集團並無應用於本會計期間仍未生效之任何新準則或詮釋。

國際財務匯報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9號對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無重大影響，因為該等變動於
本集團訂立有關交易（例如債項換為權益的交換）時方首次生效。

其餘發展主要有關澄清適用於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的若干披露要求。該等發展對中期財務報
告的內容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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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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按資源配置及表現評估而向董事會
作內部資料呈報的方式，本集團已呈列以下三個須報告分部。本集團並無合併經營分部以組
成下列須報告分部。

繼續營業部門：

• 軟件業務：於中國提供綜合商業軟件方案。

非繼續營業部門：

• 裸銅線：裸銅線之製造及銷售以及提供裸銅線加工服務。

• 電磁線：電磁線之製造及銷售。

(a)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為評估分部表現及配置分部資源，董事會按以下基準監控各須報告分部之業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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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於聯營公司之權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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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及銷售活動應佔之應付賬款、
應計費用及應付票據，以及分部直接管理之銀行借貸。

收益及開支乃參照分部產生之銷售及開支或因分部應佔之資產折舊或攤銷，分配至各
須報告分部。

用於報告分部溢利之衡量指標為「經調整除稅前溢利」。在計算經調整除稅前溢利時，
本集團之盈利會就並無明確歸於個別分部之項目（如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董事及
核數師酬金及其他總辦事處或企業行政成本）作調整。分部間銷售定價根據外部相似訂
單價格確定。

由於超過90%銷售額在大陸市場產生，因此對本集團之營業額及業績分析及對本集團
分部資產賬面值與新增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分析並未按區域市場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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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集團須報告分部向董事會所提供用於資源配置及評估分部表現之截至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資料載列如下。

 軟件業務 裸銅線（非繼續營業） 電磁線（非繼續營業） 總計
    

  由二零一一年 截至 由二零一一年 截至
 截至六月三十日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零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零年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月十一日 六個月 二月十一日 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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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外界客戶
　的收入 65,861 – 522,904 2,514,616 277,355 981,010 866,120 3,495,626

分部間收益 – – 204,165 873,024 – – 204,165 873,024
        

須報告分部收益 65,861 – 727,069 3,387,640 277,355 981,010 1,070,285 4,368,650
        

須報告分部溢利
　（經調整
　除稅前溢利） 6,928 – (13,945) 15,861 4,520 34,727 (2,497) 50,588
        

 軟件業務 裸銅線（非繼續營業） 電磁線（非繼續營業） 總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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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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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報告分部資產 79,040 64,338 – 2,378,787 – 1,222,487 79,040 3,665,612

本期間新增
　非流動分部資產 211 15,975 – 1,871 – 8,675 211 26,521

須報告分部負債 19,101 9,745 – 2,334,999 – 836,183 19,101 3,180,927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進行經營活動。於本期間內，本集團之非繼續營業部門向其客戶出
售了大量需要進一步加工之產品，此等產品最終銷往海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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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須報告分部收益、溢利、資產及負債之對帳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收入
須報告分部收入 1,070,285 4,368,650

分部間收入抵銷 (204,165) (873,024)

非繼續營業部門 (800,259) (3,495,626)
  

總計 65,861 –
  

除稅前溢利╱（虧損）
須報告分部除稅前（虧損）╱溢利 (2,497) 50,588

分部間虧損抵銷 2,144 350
  

來自本集團外部客戶之須報告分部（虧損）╱溢利 (353) 50,938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75 194

未分配總辦事處及企業開支 (3,631) (3,166)

來自非繼續營業部門之虧損╱（溢利） 7,299 (50,628)
  

總計 3,390 (2,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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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須報告分部資產 79,040 3,665,612

分部間應收款抵銷 – (653,968)
  

 79,040 3,011,644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 19,166

遞延稅項資產 168 20,586

未分配總辦事處及企業資產 33,271 263,485
  

總計 112,479 3,314,881
  

負債
須報告分部負債 19,101 3,180,927

分部間應付款抵銷 – (653,968)
  

 19,101 2,526,959

未分配總辦事處及企業負債 77,826 78,360
  

總計 96,927 2,605,319
  

4. 營業額
本集團主要從事在中國提供綜合商業軟件方案、裸銅線及電磁線之製造及銷售，以及提供加
工服務。

期內確認之各主要收入類別之金額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繼續營業部門
軟件維護及其他服務 64,419 –

軟件產品及其他銷售 1,442 –
  

 65,8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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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繼續營業部門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裸銅線銷售 522,166 2,507,189

電磁線銷售 277,355 981,010

加工服務 738 7,427
  

 800,259 3,495,626
  

5. 其他淨虧損
繼續營業部門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衍生性金融工具之淨虧損 (501) –

承付票據之公平值變動 (89) –

淨匯兌虧損 (8) (104)
  

 (598) (104)
  

非繼續營業部門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淨匯兌收益 1,297 341

廢料銷售（虧損）╱收益 (314) 76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 (12)

衍生性金融工具之淨收益 518 1,209
  

 1,501 2,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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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溢利╱（虧損）
扣除以下支出後得到除稅前溢利╱（虧損）：

(i) 融資成本

繼續營業部門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利息費用 43 –
  

非繼續營業部門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利息費用 9,883 26,677

信用證手續費 1,141 3,325
  

 11,024 30,002
  

(ii) 人工成本

 繼續營業部門 非繼續營業部門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經重列）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5,532 313 3,942 22,735

界定供款退休計劃供款 903 – 398 1,247
    

 6,435 313 4,340 23,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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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其他項目

繼續營業部門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存貨成本 756 –

折舊 385 13

無形資產攤銷 2,136 –

物業經營租賃費用 1,469 65
  

非繼續營業部門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存貨成本 791,922 3,296,866

折舊 2,369 14,436

租賃預付款項攤銷 320 419

物業經營租賃費用 49 304
  

7. 所得稅開支
 繼續營業部門 非繼續營業部門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經重列）

本期稅項－中國
本期間撥備 1,578 – 1,655 6,655

遞延稅項
暫時性差異產生及轉回 – – (711) (6,215)
    

 1,578 – 944 440
    

根據開曼群島、百慕達及英屬維京群島規則及條例，本集團獲豁免繳納開曼群島、百慕達及
英屬維京群島的任何所得稅。

於本期間沒有香港利得稅撥備，因為本集團於本期間並無賺取任何須繳納香港利得稅之應課
稅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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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所得稅撥備根據有關中國所得稅規則及規例，按中國境內附屬公司適用之有關企業所得
稅率而定。

北京東方龍馬軟件發展有限公司（「北京東方龍馬」）及成都東方龍馬信息產業有限公司（「成都
東方龍馬」）已獲有關稅務當局認定為高技術企業，可就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享有15%之
優惠所得稅稅率。

這些稅率用作計量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遞延稅項資產及負債。

8. 非繼續營業部門
在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一一年二月八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後，該協議及實物分派已經
於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一日完成。台一百慕達集團（構成非繼續營業部門）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
日至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一日期間的業績列報如下：

  由二零一一年 截至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月十一日 止六個月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4 800,259 3,495,626

銷售成本  (791,922) (3,377,853)
   

毛利  8,337 117,773

其他收益  1,184 5,916

其他淨收入 5 1,501 2,302

分銷成本  (2,321) (19,369)

一般及行政費用  (3,010) (22,080)

其他經營開支  (2,041) (4,106)
   

經營溢利  3,650 80,436

融資成本 6(i) (11,024) (30,002)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75 194
   

除稅前（虧損）╱溢利  (7,299) 50,628

所得稅開支 7 (944) (440)
   

本期間（虧損）╱溢利  (8,243) 50,188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後）
境外業務換算之匯兌差異  331 814

現金流量套期：套期儲備淨變動數  17,884 8,046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9,972 59,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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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一百慕達集團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一日期間的淨現金流量分析載列
如下：

 由二零一一年 截至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月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活動 (278,696) (34,094)

投資活動 (230,500) (183,698)

融資活動 519,029 206,994
  

淨現金流入╱（流出） 9,833 (10,798)
  

 由二零一一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一年
 二月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有關實物分派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流出淨額 (221,918)
 

於分派日期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一日，本公司將其於台一百慕達的股本權益分派予其股東，台
一百慕達集團於當天的淨資產載列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月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406,016 408,258

租賃預付款 30,439 30,509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8,826 19,166

遞延稅項資產 20,099 20,418

存貨 341,956 242,839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1,844,831 1,498,749

衍生性金融工具 25,542 23,233

抵押存款 105,904 550,289

定期存款 447,646 218,31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21,918 212,085
  

分類為持有作分派之資產 3,463,177 3,223,865
  

銀行貸款 (1,601,158) (1,541,933)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1,128,786) (947,979)

衍生性金融工具 (21,645) (33,663)

待抵扣所得稅 4,706 6,361
  

分類為持有作分派之負債 (2,746,883) (2,517,214)
  

分派的淨資產 716,294 706,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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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實物分派* 716,294 –
  

 716,294 –
  

* 根據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一一年二月八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實行以實物分派
方式支付非現金特別股息。本公司按本公司股東登記冊於二零一一年二月八日營業時
間結束時所記錄股東每持有一股本公司普通股可獲得一股台一百慕達股份的比例分派
台一百慕達股份。根據實物分派，本公司分派合共596,246,806股台一百慕達股份。

10.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
人民幣6,431,000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溢利人民幣47,526,000元）及期內
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758,588,939股（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596,158,000股）
而計算，計算方式如下：

(i)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來自繼續營業部門之本期間溢利╱（虧損） 1,812 (2,662)

來自非繼續營業部門之本期間（虧損）╱溢利 (8,243) 50,188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本期間（虧損）╱溢利 (6,431) 47,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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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股份加權平均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於一月一日已發行普通股 596,158,000 596,158,000

認購新股份的影響 162,430,939 –
  

於六月三十日股份加權平均數 758,588,939 596,158,000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任何已發行的具潛在攤薄作用之普通股（二零一
零年六月三十日：無）。

11.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繼續 持有作
  六月三十日 營業部門 分派之資產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賬款 (i) 22,358 17,229 682,152

應收票據 (i) – – 360,269
    

  22,358 17,229 1,042,421

預付供應商的押金和貨款 (ii) 24,398 16,090 344,723

其他應收款  3,755 3,968 60,922

衍生性金融工具保證金  – – 50,683
    

  50,511 37,287 1,498,749
    

預計所有的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能在一年內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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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於報告日期，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包括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其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繼續 持有作
 六月三十日 營業部門 分派之資產
發票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1個月以內 13,517 9,756 512,776

超過1個月但於3個月以內 7,625 4,400 409,164

超過3個月但於1年以內 640 1,982 117,132

超過1年但於2年以內 113 486 814

超過2年 463 605 28,101
   

 22,358 17,229 1,067,987

減：壞賬減值虧損 – – (25,566)
   

 22,358 17,229 1,042,421
   

(ii) 根據與本集團最大供應商Oracle (China) Software System Co., Ltd.（「甲骨文」）訂立的協
議，本集團須預付若干款項。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向甲骨文預付的款項約為人民
幣23,882,000元。該等預付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將被用來抵銷未來向甲骨文的採購。

12.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繼續 持有作
  六月三十日 營業部門 分派之資產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賬款 (i) 1,354 4,670 718,032

應付票據 (i) – – 154,610
    

  1,354 4,670 872,642

其他應付款及預提費用  1,881 1,988 63,024

其他借款 (ii) 15,000 – –

其他（待抵扣）╱應付稅項  (86) 1,310 12,313
    

  18,149 7,968 947,979
    

估計所有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會於一年內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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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於報告日期，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包括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其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繼續 持有作
 六月三十日 營業部門 分派之資產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3個月以內到期或即期 1,354 4,670 812,154

3個月以後6個月以內到期 – – 59,910

6個月以後1年以內到期 – – 38

1年以後2年以內到期 – – 105

2年以後到期 – – 435
   

 1,354 4,670 872,642
   

(ii) 其他借款指Beijing Start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Ltd.提供的墊款為數人民幣
15,000,000元。有關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並無固定還款期。有關款項已經於二零一一
年七月全數償還。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於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一日該協議及實物分派（載於未經審核綜合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1）完成後，(i)本集團之主要業務在中國提供綜合商業軟件方案之軟件業務為繼續
營業部門（「軟件業務」）；及(ii)在中國進行製造及銷售裸銅線及電磁線之業務為非
繼續營業部門（「銅線業務」）。

營業額

軟件業務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錄得營業額人民幣65,861,000元，其中軟件維護及其他服務營
業額為人民幣64,419,000元，銷售軟件產品及其他營業額為人民幣1,442,000元。

銅線業務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一日期間內，本集團錄得收益約人民幣
800,259,000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3,495,626,000元）。裸
銅線、電磁線及加工服務分別錄得收益人民幣522,166,000元、人民幣277,355,000元
及人民幣738,000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分別人民幣2,507,189,000

元、人民幣981,010,000元及人民幣7,42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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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

軟件業務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錄得毛利人民幣17,764,000元。

銅線業務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一日期間內，本集團錄得毛利人民幣
8,337,000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17,773,000元）。

其他淨虧損╱收益

軟件業務

於本期間內，其他淨虧損約為人民幣598,000元，主要歸因於衍生性金融工具淨虧
損人民幣501,000元、承付票據公平值變動人民幣89,000元及匯兌淨虧損人民幣8,000

元。

銅線業務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一日期間內，其他淨收益約為人民幣
1,501,000元（包括在來自非繼續營業部門之虧損），主要歸因於匯兌淨收益人民幣
1,297,000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匯兌淨收益人民幣341,000元）、
廢料銷售虧損人民幣314,000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收益人民幣
764,000元）及衍生性金融工具淨收益約人民幣518,000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淨收益人民幣1,209,000元）。

融資成本

軟件業務
於本期間內，利息費用約為人民幣43,000元。

銅線業務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一日期間內，包括在非繼續營業部門
的虧損內的融資成本約為人民幣11,024,000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人民幣30,002,000元）。銅線業務的融資成本主要來自利息費用及信用證手續
費分別人民幣9,883,000元及人民幣1,141,000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分別人民幣26,677,000元及人民幣3,325,000元）。

本期間虧損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錄得本期間虧損約人民幣6,431,000元（二零一零年：溢利人民
幣47,526,000元），其中來自繼續營業部門的溢利約為人民幣1,812,000元，而來自非
繼續營業部門的虧損約為人民幣8,24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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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之營運資金由經營活動現金提供。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
及現金等價物為人民幣21,812,000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0,675,000

元）。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流動比率為84.07%（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29.81%），淨資本負債率（總借款扣除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定期存款及
質押存款後之餘額除以資產總額再乘以100%計算）為-19.39%（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6.61%）。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發生淨虧損人民幣6,431,000元，
而於當天，本集團的流動負債總額比流動資產總額多人民幣15,436,000元。為改善
本公司之流動資金，董事會現正考慮若干集資活動及將其業務活動作多元化發展。

外匯

本集團主要收益貨幣為人民幣，目前無須有關套期。

資產質押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質押資產及銀行存款以取得一般銀行融資
或短期銀行借款。

資本架構

本集團一直秉持審慎的理財政策。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流動比率（流動資
產除以流動負債）為84.07%（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9.81%），而速動比率
（流動資產扣除存貨後之餘額除以流動負債再乘以100%計算）為80.73%（二零一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9.68%）。本集團繼續加強收款政策控管，以降低賒銷的風
險，也確保資金的及時回收。

根據本公司、台一國際（英屬維京群島）有限公司、許守信先生、啟富控股投資有
限公司(Affluent Start Holdings Investment Limited)與景百孚先生於二零一零年十一
月八日訂立之協議，於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一日，本公司發行210,000,000股股份，有
關代價為每股股份0.06港元。本公司籌集到所得款項淨額約12,370,000港元，用作
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有關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一月十八日之通
函內。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

於本期間內，除未經審核綜合中期財務報告附註8內所載之實物分派外，本集團並
無任何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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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90位全職僱員。僱員之薪資待遇按照僱員的
工作表現，經驗由各人在集團的職位、職務及職責及現行市場情況決定。同時，本
集團繼續遵守中國當地政府的國家管理社會福利計劃，向其中國僱員提供退休、
醫療、工傷、失業及產假等福利。

或有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無重大或有負債存在（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無）。

中期股息

董事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
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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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市證券。

業務回顧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錄得營業額人民幣65,861,000

元，原因為就中國分銷的甲骨文數據庫產品提供升級及維護服務的業務出現持續
增長。本集團亦向客戶提供訂製化應用開發作為增值服務，並銷售本身開發的防
火牆及其他軟件產品。

未來前景

於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一日實物分派完成後，本集團將專注於其軟件業務。本集團
是國內知名的專業綜合商業軟件方案供應商，擁有大量的以甲骨文為核心數據庫
的客戶群，以及一支能夠提供快速、有效服務的技術團隊。

除旗下現有的軟件業務外，本集團正積極尋找其他商機，從而將本集團之業務多
元化，為股東帶來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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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
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之行為守則。本公司在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已確認，全體董事於截至二零
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標準規定。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中的
守則條文。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已符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守
則條文，惟偏離守則條文A.2.1除外，詳見下文所解釋。

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A.2.1規定，主席（「主席」）與行政總裁（「行政總裁」）的角
色應有區分。本公司並無行政總裁，而景百孚先生目前擔當該兩個角色。董事會相
信，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由一人同時兼任，好處在於確保本集團內統一領導，並
確保本集團之整體策略計劃更有效及效率更高。董事會相信，目前之安排不會使
權力制衡受到不利影響，而現時之董事會由經驗及才幹均佳的人士組成，其中獨
立非執行董事有足夠人數，確保有足夠的權力制衡。

除上文所述者外，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符
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守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成員由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林庭樂先生（當主席）、胡競英
女士及張小滿先生所組成。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承董事會命
企展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景百孚

香港，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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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三位執行董事，為景百孚先生（主席）、曾濤先生及盧
啟邦先生，以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林庭樂先生、胡競英女士及張小滿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