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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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且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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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佈

摘要

‧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營業額約為人民幣1,446,000,000元（截至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972,800,000元），較二零一一年同期增加約

48.6%。

‧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人民幣15,100,000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25, 300,000元），較二零一一年同期

減少約40.3%。

‧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盈利約為人民幣0.05元（截至二零一一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0.08元）。

‧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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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然宣佈截至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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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資

比較數據。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並未經審核，但已經本公司核數師及審核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全面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5 1,445,994 972,791

銷售成本 (1,336,664) (874,863)

毛利 109,330 97,928

其他收入 6 3,140 468

其他收益（虧損） 6 (3,611) 8,155

分銷成本 (52,707) (48,550)

行政費用 (19,196) (13,614)

經營溢利 36,956 44,387

融資成本 7 (17,526) (12,005)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61) (1,684)

除稅前溢利 8 19,369 30,698

所得稅開支 9 (5,960) (5,888)

期內溢利及全面損益總額 13,409 24,810

下列人士應佔期內溢利及全面損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5,079 25,262

非控股權益 (1,670) (452)

13,409 24,810

每股盈利 11

基本及攤薄 — 人民幣元 0.05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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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 39,487 45,391
於聯營公司權益 18,396 18,457
遞延稅項資產 13 22,549 26,031

80,432 89,879

流動資產
存貨 572,403 427,869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4 795,181 709,312
已抵押存款 158,633 178,92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1,370 496,319

1,587,587 1,812,429
列為持作出售之資產 15 58,702 —

1,646,289 1,812,429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6 850,408 1,063,964
貸款 — 於一年內到期 17 360,001 334,327
應繳稅項 13,615 16,877
列為持作出售之負債 15 23,518 —

1,247,542 1,415,168

流動資產淨值 398,747 397,261

資產淨值 479,179 487,140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8 27,415 27,415
儲備 445,078 451,36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472,493 478,784
非控股權益 6,686 8,356

479,179 487,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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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購股權儲備 法定儲備 保留盈利 總計 非控股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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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19）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之結餘
（經審核） 27,415 81,538 219 — 39,288 279,161 427,621 9,033 436,654

期內溢利及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 — — — — 25,262 25,262 (452) 24,810
確認以股權結算
以股份支付之支出 — — — 68 — — 68 — 68

儲備撥付 — — — — 4,994 (4,994) — — —
已付股息 — — — — — (20,170) (20,170) — (20,170)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
（未經審核） 27,415 81,538 219 68 44,282 279,259 432,781 8,581 441,362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之結餘
（經審核） 27,415 81,538 219 813 61,070 307,729 478,784 8,356 487,140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 — — — — 15,079 15,079 (1,670) 13.409
確認以股權結算
以股份支付之支出 — — — 106 — — 106 — 106

已付股息 — — — — — (21,476) (21,476) — (21,476)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
（未經審核） 27,415 81,538 219 919 61,070 301,332 472,493 6,686 479,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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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529,778) (157,127)

投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付款 (3,062) (8,835)

出售其他金融資產的所得款項 — 19,806

其他投資現金流 405 910

(2,657) 11,881

融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借款所得款項 402,311 223,798

已抵押銀行存款減少（增加） 19,582 (51,245)

償還借款 (290,951) (172,036)

已付股息 (21,476) (20,170)

109,466 (19,65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422,969) (164,899)

於一月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96,319 234,422

匯率變動的影響 (1,479) 10,152

於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包括

— 銀行結餘及現金 61,370 79,675

— 計入持作出售資產的銀行結餘及現金 10,501 —

71,871 79,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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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1. 一般資料

富通科技發展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九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22章
（一九六一年第3號法例，經綜合及修訂）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總辦事處地址
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北京朝陽區朝外大街26號朝外門寫字中心B座19樓B1901室及20樓
B2001室。

本公司董事認為本公司之直接母公司及最終控股公司為China Group Associates Limited。

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其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則主要從事分銷企業資訊科技產品及提
供相關服務。

由於人民幣（「人民幣」）為本集團經營實體的功能貨幣，故在編製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時，呈列貨幣由港元（「港元」）改為人民幣。因此，比較數字相應地以
人民幣呈列。

2. 編製基準

本集團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
的適用披露規定及國際會計準則第34條「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3.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基礎編製。

除下文所述外，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使用的會計政策
及計算方法，與本集團編製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依循者一
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若干修訂本。應用
該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本對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或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披露並
無造成重大影響。

此外，本集團首次採納以下的會計政策：

政府補助

政府補助於可合理確認本集團將遵守補助金附帶之條件及收取補助金時方予確認。

作為向本集團提供即時財務資助（並無日後相關成本）而可收取的政府補助金，乃於其成為可收
取之期間於損益中確認。



— 7 —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持作出售之非流動資產

非流動資產及出售組別之賬面值如可主要透過出售交易而非透過持續使用而收回，則會分類為
持作出售。此條件僅於很可能達成出售及非流動資產（或出售組別）可於現況下即時出售時方告
符合。管理層必須對出售作出承擔，而出售預期應可於分類日期起計一年內合資格確認為已完
成出售。

當本集團致力進行涉及失去附屬公司控制權之出售計劃時，於符合上述標準之情況下，該附屬
公司之全部資產及負債均會被分類為持作出售，而不論本集團是否將於出售後在其前附屬公司
保留非控制權益。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非流動資產（及出售組別）按其先前賬面值與公平值減出售成本兩者中的較低
者計量。

4. 分部資料

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營運分部」要求，確認經營分部必須依從本集團個別實體之內部呈報
分部作為基準；該等內部呈報分部乃定期由本公司的高級執行管理人員（主要營運決策者）審議，
以進行資源分配及業績評估。

主要營運決策者認為，由於營業額及溢利全部產生自向中國客戶分銷企業資訊科技產品及提供
服務，故此本集團的營運構成單一的業務分部。因此，並無呈列分部分析。本集團大部分物業、
廠房及設備均位於中國。為進行資源分配及業績評估而向本公司的高級執行管理人員匯報的資
料與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呈報的金額相同。

5. 營業額

營業額指向客戶銷售商品（未計入增值稅或其他銷售稅）的銷售額，且已扣除退貨津貼及任何交
易折扣。於本期間，已確認各重要類別營業額的金額載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銷售商品 1,346,662 940,039
提供服務 99,332 32,752

1,445,994 972,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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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收入：
銀行存款的利息收入 1,787 458
政府補助（附註） 1,078 —
其他 275 10

3,140 468

其他收益（虧損）：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2,487) 8,53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760) (155)
其他 (364) (225)

(3,611) 8,155

附註： 該等政府補助乃本集團從有關政府機構獲得的無條件政府補貼，旨在為本集團業務提供
直接財務支持。

7.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以下各項之利息開支：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銀行借款 17,526 12,00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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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員工成本：
薪金及津貼 39,150 35,003
退休計劃供款 3,871 3,161
以權益結算的股份支付 106 68

43,127 38,232
折舊 5,504 3,808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虧損撥回 (1,270) (2,715)
有關物業的經營租賃支出 7,492 6,545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1,256,942 845,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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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開支包括：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53 1,307
中國企業所得稅 2,425 1,896

2,478 3,203

以往年度撥備不足：
中國企業所得稅 — 267

2,478 3,470

遞延稅項：
暫時差異的產生及撥回（附註13） 3,482 2,418

5,960 5,888

(i)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維京群島（「BVI」）之法律及法規，本集團於開曼群島及英屬維京群島
無須受任何所得稅之規限。

(ii)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香港利得稅撥備按估計應稅利潤之16.5%（截至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16.5%）計算。

(iii)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中國稅項開支乃按現行稅率計算，對在中國成
立之附屬公司的應稅收入進行徵稅。

10. 股息

於本中期期間，本公司已向其擁有人宣派及支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人
民幣6.9分（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就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宣派及支付每股人民幣6.5分）的末期股息。於本中期期間宣派及支付的末期股息總額為人民
幣21,476,000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人民幣20,170,000元）。

董事決定不會就本中期期間（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零）派付股息。

11.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於期內應
佔之溢利人民幣15,079,000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人民幣25,262,000元）
及於期內已發行的311,250,000股股份（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311,250,000股）
計算。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時並無假設已行使本公司之購股權（如附註19所載），原因是該等購股權之行
使價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股份之平均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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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以人民幣3,062,000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未經審核）：人民幣8,835,000元）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以發展及擴展業務。

13. 遞延稅項資產

應收
貿易賬款及
應收票據的

存貨撥備 減值虧損 應計開支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3,426 2,775 19,271 25,472
（扣除）／計入損益（附註9） 152 (349) (2,221) (2,418)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3,578 2,426 17,050 23,054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3,882 2,414 19,735 26,031
（扣除）／計入損益（附註9） 467 (545) (3,404) (3,482)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4,349 1,869 16,331 22,549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未就未動用稅項虧損約人民幣14,586,000元（二零一一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566,000元）確認遞延稅項資產，乃由於管理層釐定不大可能有未來應課
稅溢利於其屆滿前用以抵銷可動用的虧損。根據相關稅法，稅項虧損人民幣5,566,000元及人民
幣9,020,000元分別將於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屆滿。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有關富通東方科技有限公司（「富通東方」）及富通時代科技有限公司
（「富通時代」）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累計的未分派溢利的暫時差額達人民幣222,499,000元（二
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02,921,000元）。遞延稅項負債人民幣11,125,000元（二零一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0,146,000元）並未就分派該等保留溢利時應付的稅項予以確認，乃
由於本公司控制富通東方及富通時代的股息政策，並已釐定於可預見未來不大可能自富通東方
及富通時代分派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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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的信貸期為30至90日。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於各報告期末（已扣除呆賬撥備）的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即期 461,903 507,554
逾期款項：

— 逾期少於1個月 97,991 42,708
— 逾期1至3個月 93,289 40,095
— 逾期3個月以上 83,875 32,704

737,058 623,061

預付款 34,514 65,341
按金 11,735 18,143
其他應收款項 11,874 2,767

795,181 709,312

15. 列為持作出售之資產

根據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九日刊發的公佈，中國長城電腦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長城」，一
間於中國成立並於深圳交易所上市的公司）、EMC Computer System (FE) Limited （「EMC」）及本
集團就本集團擁有81%權益之附屬公司富通科技發展控股（香港）有限公司（「富通科技」）訂立股
份認購協議。於該交易完成後，本集團於富通科技的股權將由81% 攤薄至36%，而富通科技的
全部已發行股本將分別由本集團持有36%，以及由EMC持有19%及由中國長城持有45%。該交易
的完成須待中國長城自相關政府部門獲得若干批准文件。

根據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刊發的公佈，中國長城告知本公司其已獲得國家發展和改革委
員會之批准文件。就本公司董事所知，其他政府批文預期將於二零一二年年底前獲得。本公司
董事亦認為，該交易預期將會於未來十二個月內完成。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富通科技及其附屬公司（「富通科技集團」）應佔之資產及負債（預期
將於十二個月內出售）已列為持作出售之出售組別，並於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中單獨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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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列為持作出售之資產及負債（續）

列為持作出售之富通科技集團之資產及負債的主要類別如下：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3,562
庫存 6,126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36,35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501
其他資產 2,159

列為持作出售的資產總額 58,702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23,132
其他負債 386

與列為持作出售的資產相閞的負債總額 23,518

16.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貿易採購結算的信貸期為60日。基於發票日期呈列之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於各報告期
末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貿易賬款
0至60日 544,961 476,855
60至90日 63,012 8,946
超過90日 44,917 3,848

652,890 489,649

應付票據（附註） 149,567 412,209
預收款 20,556 127,53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7,395 34,576

850,408 1,063,964

附註：所發行應付票據的期限一般不超過90日。

17. 借款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取得新增銀行貸款達人民幣402,311,000元（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
223,798,000元），並償還借款人民幣290,951,000元（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172,036,000
元）。該等貸款按浮動市場利率介乎2厘至7.93厘（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1.98厘至8.82厘）計息，
並須於一年內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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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千股 千港元

法定：
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通股 2,000,000 2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311,250 31,125

人民幣千元

以人民幣呈列 27,415

19. 以股份為基礎支付之交易

本公司的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乃根據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通過的一項決議案採納，
旨在向為本集團業務的成功做出貢獻的合資格參與者提供激勵及獎勵。根據購股權計劃及其他
購股權計劃可授出的最高股份數目不得超出本公司不時已發行股份數目的30%。如接納購股權
會導致承授人在任何12個月內行使其購股權時所發行及將發行的股份總數超過本公司（或其附屬
公司）當時已發行股份總數的1%，除非獲本公司股東於股東大會上按上市規則指定的方式批准，
否則董事會不得向該承授人授出購股權。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五日，本公司根據其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採納的本公司購股權計劃，
宣佈本公司已向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合資格僱員（統稱「承授人」），授出合共1,900,000份購
股權（「購股權」），可認購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10港元的股份（「股份」），惟須待承授人接納
後，方可作實。有關授出購股權的概要載列如下：

購股權的行使價 ： 每股股份1.81港元
股份於授出日期的收市價 ： 1.80港元
購股權的有效期 ： 十(10)年，由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五日起計
授予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 已授出購股權將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全數歸屬
　之購股權的歸屬日期
　（「購股權A」）
授予本公司合資格僱員 ： 已授出購股權的30%、30%及40%
　之購股權的歸屬日期
　（「購股權B」） ： 將分別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五日、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十五日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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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以股份為基礎支付之交易（續）

下表披露期內購股權之變動：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一月一日 六月三十日

購股權類型 尚未行使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期內失效 期內註銷 尚未行使

購股權A 900,000 — — — — 900,000
購股權B 1,000,000 — — — — 1,000,000

1,900,000 — — — — 1,900,000

購股權A及購股權B使用二項式期權定價模型於授出日期釐定的公平值分別為人民幣522,000元
及人民幣587,000元。

用以計算購股權公平值的假設如下：

購股權A 購股權 B

授出日期的股份價格 1.80港元 1.80港元
行使價 1.81港元 1.81港元
批次 1(30%) 2(30%) 3(40%)
預期年期（年） 10 10 10 10
預期波幅 49.355% 49.355% 49.355% 49.355%
股息收益 4.5% 4.5% 4.5% 4.5%
無風險利率 2.28% 2.28% 2.28% 2.28%

已採用二項式期權定價模型估計購股權的公平值。用以計算購股權公平值的變數及假設乃以董
事的最佳估計為依據。有關變數及假設的變動或會導致購股權公平值出現變動。

於本期間，本公司確認購股權開支人民幣106,000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人民幣68,000元）。

20. 承擔

於各報告期末，本集團承諾就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賃支付的未來到期最低租賃付款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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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59 7,301
二至三年（包括首尾兩年） 1,411 3,808

9,370 11,109

本集團按經營租賃租用若干物業。該等租賃之最初年期一般為一至三年不等，期限屆滿後所有
條款均須重新磋商。任何租賃均不包括或然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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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關連方交易

(a) 以下為關連方的名稱及與關連方的關係：

名稱 關係

北京深思軟件股份有限公司 由本公司董事陳健先生的近親控制的公司
　（「北京深思」）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與關連方有以下交易及結餘：

經常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向北京深思銷售 — 1,100

應收關連方款項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賬款性質

北京深思 611 611



— 16 —

21. 關連方交易（續）

(b) 主要管理層薪酬

本公司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層成員於期內的薪酬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薪酬及其他福利 8,603 7,196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235 309
以股權結算以股份支付 106 —

8,944 7,505

薪酬總額已包括在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8所載員工成本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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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銷售IBM產品

於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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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與增值服務捆綁銷售）的營業額約為人民幣826,200,000元（二零一

一年同期：約為人民幣704,400,000元），顯著增長約人民幣121,800,000元或1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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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佔本集團於本回顧期總營業額之57.1%

（二零一一年同期：約72.4%）。

本集團持續致力向客戶提供更多元化的產品類別，以實現健康而平衡的增長。雖然IBM產品

的銷售額於期內增長，然而該產品銷售額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的百分比有所下降。源自銷售IBM

企業伺服器的營業額較去年同期減少約人民幣28,400,000元或5.4%至約人民幣494,800,000元。

於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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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幅增長約人民幣69,000,000元或71.0%至約人民幣166,200,000元。IBM軟件及相關服務的銷售

額由人民幣84,000,000元大幅增長至人民幣165,200,000元，增幅約人民幣81,200,000元或

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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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109,300,000元，較去年同期下降約人民幣3,600,000

元或3.2%，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7.6%。

銷售EMC產品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分銷EMC產品以及為該等產品提供增值服務（包括

就EMC之虛擬存儲及持續營運解決方案提供之軟件開發、業務諮詢及執行服務）所產生的營

業額大幅增長約人民幣63,300,000元或142.6%至約人民幣107,700,000元（二零一一年同期：約

人民幣44,400,000元），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的約7.4%。於回顧期內，EMC產品銷售額大幅增長

主要是由於在二零一一年簽訂了一份金額約為10,000,000美元的合約，須在二零一二年向中國

其中一家最大的電信運營商交付，而大部分相關產品已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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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加強此業務分部，本集團與中國長城電腦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長城」）及EMC Computer

System (FE) Limited （「EMC (FE)」）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訂立認購協議（「該等協議」），旨在憑

藉中國長城的伺服器技術及EMC (FE)的信息基礎架構、虛擬存儲及雲端計算技術所產生的協

同效應。該等協議須待所訂定的先決條件達成（或在適用情況下獲豁免）之後，方告完成。於

本回顧期，中國長城已告知本集團需要較預期更多的時間才能獲得相關政府批准。該等協議

的訂約方已訂立補充協議及第二份補充協議，分別將暫定完成日期由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五日

重訂為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以及再將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修訂為二零一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將密切關注進度，並在必要時作出相關公佈。

銷售蘋果產品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與蘋果公司訂立一份授權經銷商協議，向中國的企業客戶分銷全線蘋果

產品（包括iPhones及iPads）。這代表本集團與一間國際知名的資訊科技及消費性電子產品供應

商開展新業務，標誌著一項重要里程碑。這個分部於二零一一年年中左右開始為本集團帶來

營業額貢獻。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銷售蘋果產品為本集團帶來新增收入約

人民幣200,200,000元（二零一一年：約人民幣200,000元），佔本集團總營業額13.8%（二零一一

年：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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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儲及資訊科技安全解決方案以及銷售其他配件。於截至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源自此等產品及服務的營業額增至約人民幣103,300,000元（二零一一年

同期：約人民幣78,100,000元），主要來自銷售華為賽門鐵克產品及相關服務。

提供服務

於二零一二年，本集團進一步壯大其資訊科技技術支援服務團隊，旨在擴展本集團於中國的

資訊科技服務能力，以滿足終端用戶的需求。該團隊由具豐富經驗及合資格的技術人員帶領。

在本集團的努力之下，於本回顧期，源自提供服務之營業額繼續錄得大幅增長，較二零一一

年同期增加約203.3%至約人民幣99,3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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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營業額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營業額由二零一一年同期約人民幣972,800,000

元增加約人民幣473,200,000元至約人民幣1,446,000,000元。該增加主要是由於大部分業務分

部均錄得增長以及來自銷售蘋果產品的新營業額來源。

毛利

本集團的毛利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97,90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

11,400,000元或11.6%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09,300,000元。毛利率

由二零一一年同期的10.1%下降至本回顧期的7.6%，主要原因是蘋果產品的毛利率比其他現

有產品為低，而這種情況相當合理，因為蘋果產品是公認最暢銷的資訊科技產品，擁有龐大

的市場需求。此外，蘋果產品應收賬款的周轉天數相對較短，故能夠加強本集團的財務及現

金流狀況。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虧損）

這主要包括銀行存款的利息收入、政府補助及匯兌收益或虧損淨額。其他收入／其他收益或

虧損由淨收益約人民幣8,600,000元減少至淨虧損約人民幣500,000元，主要由於在二零一一年

同期人民幣兌美元出現升值，而本回顧期間人民幣兌美元卻出現貶值，從而導致匯兌淨差額

由去年同期的收益人民幣8,500,000元，大幅降低至虧損人民幣2,500,000元。

分銷成本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分銷成本約為人民幣52,700,000元，較二零一

一年同期增加約人民幣4,200,000元或8.6%。有關增幅主要是為應對未來業務擴展而增加員工

數目及人力資源成本所致。

行政費用

本集團的行政費用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3,60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

5,600,000元或41.0%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9,200,000元。該增加主

要是由於本集團在無錫及沈陽開設兩個新的分支辦事處及若干中國附屬公司將現有辦工室遷

移至面積更大的新地點，導致租金及公用事業開支增加；同時本集團為應對未來業務擴展，

增加員工人數故令員工成本上升，以及本回顧期淨撥回的應收貿易賬款之減值虧損約人民幣

1,300,000元，遠低於二零一一年同期淨撥回約人民幣2,700,000元。以上多項原因導致回顧期

內行政費用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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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成本

本集團的融資成本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2,00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

5,500,000元或46.0%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7,500,000元。該增加主

要是由於本回顧期間銀行借貸利率及平均計息借款金額上升所致。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期內溢利

於本回顧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25,300,000元減少約人民幣10,200,000元或40.3%至約人民幣15,100,000元。該減少乃由於上文

所述其他收益減少及營運成本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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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

日，本集團擁有總資產約人民幣1,726,700,000元及淨資產約人民幣479,200,000元（於二零一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分別約人民幣1,902,300,000元及約人民幣487,100,000元）。本集團於二零

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人民幣71,900,000元（包括持作出售資產下的現金

及現金等值物人民幣10,500,000元）及銀行貸款約為人民幣360,000,000元（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分別約人民幣496,300,000元及約人民幣334,300,000元）。計及手頭現金及來自其業

務的經常性現金流，本集團的財務狀況穩建，有利集團擴充其核心業務並達成各項業務目標。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約8.3%之總貸款（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58%）按固定利

率計息。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貸款乃以美元及人民幣計值，而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是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持有。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賬面值約人民幣161,000,000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約人民幣525,5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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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淨負債資本比率約為60.1%（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淨現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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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來自以外幣（即與交易有關之經營的功能貨幣以外之貨幣）計值

的銷售及採購所產生的應收賬款、應付賬款及現金結餘。產生該風險之貨幣主要為美元、人

民幣及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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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決議並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二零一一年：無）。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中國和香港共有約510名僱員（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約480名）。員工成本總額約為人民幣43,100,000元（二零一一年：約人民幣38,2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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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於

其經營所在市場保持競爭力，以及足以吸引和挽留所需的合適人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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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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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民幣102,100,000元。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動用約人民幣9,200,000元以成立新

的分支辦事處，約人民幣24,800,000元以採購新的企業資訊科技產品、約人民幣12,400,000元

以成立及擴充資訊科技解決方案支持中心以及約人民幣5,5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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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將按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刊

發的招股章程載列的方式使用所得款項淨額的餘款。

購買、出售及贖回股份

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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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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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展望

中國政府已推出多項政策以鼓勵中國資訊科技產業的發展。該等措施包括推廣資訊科技應用

以提升企業的生產力、推出電子政府服務以及其他面向公眾的服務、發展先進文化網絡、促

進數碼經濟發展、以及改善資訊基礎架構以提高中國資訊科技產業的競爭力。對於能幫助資

訊科技用戶提升效率及生產力的資訊科技供應商而言，中國仍相對是一個活躍的市場。本集

團相信其可於此穩步擴張的產業中全力增長。

本集團憑藉管理團隊的豐富經驗，保持其作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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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之領先地位。在此基礎上，本集團計劃透

過拓展銷售網絡及覆蓋以及多元化其產品分銷組合；擴闊產品採購網絡；及拓展其在中國提

供的資訊科技服務，以加強其市場領先地位。

本集團透過與業務夥伴EMC合作，並拓展向客戶提供的解決方案範疇，加強其產品及服務範

圍。透過與其他國際知名資訊科技供應商合作，本集團已鞏固其於提供企業資訊科技基礎架

構產品及服務方面的市場地位。與蘋果公司的合作令本集團有機會涵蓋資訊科技市場較入門

的層面，並提供新的收入來源及擴展本集團的客戶群。

企業管治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六月

三十日期間，董事會認為，本公司已應用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規定

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及企業管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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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助於穩健而一致的領導，讓本集團

可迅速及有效地執行決策及業務策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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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本身的操守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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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本公司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

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之標準。

審閱賬目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由本公司核數師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實體獨立

核數師對中期財務信息的審閱」進行審閱。核數師的獨立審閱報告將載於本公司二零一二年中

期報告內。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亦已經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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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hkexnews.hk)。

本公司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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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覽。

代表董事會

富通科技發展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陳健

香港，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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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