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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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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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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摘要

•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營業額約為人民幣
1,565,200,000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約人民幣
1,046,700,000元），較二零一五年同期增加約49.5%。

•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除稅前溢利約為人民
幣25,600,000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約人民幣
19,100,000元），較二零一五年同期增加約33.7%。

•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人
民幣19,400,000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約人民幣
22,100,000元），較二零一五年同期減少約12.4%。

•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每股基本盈利約為人民幣0.06元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約人民幣0.07元）。

•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派付中期股息（截
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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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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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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數字。此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並未經審核，但已由
本公司核數師及審核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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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4 1,565,229 1,046,698
銷售及服務成本  (1,432,662) (927,387)
   

毛利  132,567 119,311
其他收入及收益 5 3,359 6,477
其他虧損 5 (12,746) (9,799)
銷售及分銷費用  (59,946) (56,891)
行政費用  (19,605) (19,117)
   

經營溢利  43,629 39,981
融資成本 6 (17,217) (20,533)
出售一家聯營公司權益所確認之收益  — 94
應佔聯營公司之虧損  (830) (405)
   

除稅前溢利 7 25,582 19,137
所得稅（開支）抵免 8 (6,636) 2,985
   

期內溢利及全面損益總額  18,946 22,122
   

下列人士應佔期內溢利及全面損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9,377 22,129
 非控股權益  (431) (7)
   

  18,946 22,122
   

每股盈利（人民幣元） 10
 基本及攤薄  0.06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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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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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26,350 27,762
其他無形資產  4,652 2,509
於聯營公司權益  10,894 11,724
遞延稅項資產  33,769 36,097
   

  75,665 78,092
   

流動資產

存貨  342,689 360,680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2 1,046,485 831,230
已抵押存款  165,102 167,472
銀行結存及現金  74,439 341,823
   

  1,628,715 1,701,205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3 727,579 740,820
銀行貸款  389,127 463,331
應繳稅項  3,981 3,399
   

  1,120,687 1,207,550
   

流動資產淨值  508,028 493,65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83,693 571,74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7,415 27,415
儲備  551,044 538,66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578,459 566,082
非控股權益  5,234 5,665
   

  583,693 571,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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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1. 一般資料及編製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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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例第22章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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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營業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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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附屬公司則主要從事提供企業資訊科技基礎設施
產品、服務及解決方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人民幣（「人民幣」）（本公司的功能貨幣）呈列。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之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
務報告」（「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
則」）附錄十六的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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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文所述者外，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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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集團編製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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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
的以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之修訂 收購共同經營權益的會計法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之修訂 披露計劃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及 澄清可接納之折舊及攤銷方法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8號之修訂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及 農業：結果實的植物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41號之修訂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投資實體：採納綜合入賬之例外規定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8號之修訂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週期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之年度改進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該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金額
及╱或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披露並無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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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營運分部」要求，確認營運分部必須以本集團個別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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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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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企業資訊科技
產品及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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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的高級行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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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營業額

營業額指於本期間銷售企業資訊科技產品及提供服務所產生的營業額。於本期間，
已確認各重要類別營業額的金額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銷售商品 1,421,781 896,905
提供服務 143,448 149,793
  

 1,565,229 1,046,698
  

5.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收入及收益：
 利息收入 1,217 4,569
 政府補助（附註） 1,393 1,46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 692 —
 其他 57 448
  

 3,359 6,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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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續）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虧損：
 應收貿易賬款之減值虧損 (9,908) (8,175)
 應收貿易賬款撇銷 — (112)
 匯兌虧損淨額 (2,828) (1,452)
 其他 (10) (60)
  

 (12,746) (9,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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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鼓勵其發
展業務。

6.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利息開支：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 17,217 20,53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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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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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55 43,709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5,367 5,017
以股權結算以股份支付 376 —
  

 53,698 48,726
  

其他項目：
已售出存貨賬面值 1,333,986 828,490
撇減（撥回）及撇銷存貨計入銷售成本 1,973 (6,801)
  

 1,335,959 821,689
  

有關物業的經營租約支出 6,176 6,510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折舊 2,535 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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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開支（抵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香港 2,259 4,229
 中國企業所得稅 2,049 2,490
 額外撥備（附註 (iv)） — 2,618
  

 4,308 9,337
  

遞延稅項：
 稅率變動（附註 (iv)） — (9,025)
 本期間扣除（抵免） 2,328 (3,297)
  

 2,328 (12,322)
  

 6,636 (2,985)
  

(i)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維京群島（「英屬維京群島」）之規定及法規，本集團於開曼
群島及英屬維京群島無須繳納任何所得稅。

(ii) 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香港利得稅撥備按估
計應課稅溢利之16.5%計算。

(iii)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
例，除下文 (iv)所述者外，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中國附屬公司的稅率為
25%。

(iv) 於過往期間，本公司一間於中國營運之附屬公司收到相關稅務部門之稅務通
知，暫停其原適用於二零一四年曆年起的優惠所得稅率15%。根據通知，附屬
公司已就二零一四年曆年使用所得稅率25%就所得稅作出額外撥備，以及於二
零一五年及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使用所得稅率25％計算所
得稅。

9. 股息

於本中期期間，本公司已向其擁有人宣派及支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每股2.8港仙（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就截至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宣派及支付每股4.0港仙）的末期股息。於本中期期間宣派及
支付的末期股息總額約為8,715,000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7,376,000元）（截至二零
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12,450,000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9,820,000元））。

董事已決定不就本中期期間派付股息（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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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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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7,000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人民幣22,129,000元）及於期內已發行的311,250,000股（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期間：311,250,000股）股份計算。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時並無假設行使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五日授出之購股權，
原因是該等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本公司股份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期間之平均市價。

11.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以人民幣2,211,000元（截至二零
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人民幣3,493,000元）購買傢俬、裝置及設備。

12.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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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8,845 776,581
應收票據 15,134 44,463
減：呆賬撥備 (49,975) (40,067)
  

 994,004 780,977
預付予供應商的款項 36,743 35,416
按金 13,444 13,310
其他應收款項 2,294 1,527
  

 1,046,485 831,230
  

本集團給予貿易客戶平均30日至90日之信貸期。於相關報告期末基於相關到期日扣
除呆賬撥備的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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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期 586,712 585,842
  

逾期款項：
 — 逾期少於1個月 149,058 33,483
 — 逾期1至3個月 116,017 46,419
 — 逾期3個月以上 142,217 115,233
  

 407,292 195,135
  

 994,004 780,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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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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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656 342,316
應付票據 228,240 234,463
預收款 88,328 142,506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62,355 21,535
  

 727,579 740,820
  

購買商品之平均信貸期為30日至90日。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於各報告期末基於
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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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423 215,497
 60至90日 7,111 6,736
 90日以上 54,122 120,083
  

 348,656 342,316
  

應付票據，賬齡為120日 228,240 234,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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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主要專門於中國從事提供企業資訊科技基礎架構產品、服務及解決方案，並
為於其領域的業界領導者。其亦進行一系列自有品牌企業資訊科技產品軟件及硬件
的研發及銷售。全球著名企業如 IBM、華為、甲骨文、曙光及SAP等，均為本集團
重要的長期合作伙伴。

銷售 IBM產品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期間」），源自分銷 IBM硬件及軟
件產品（包括企業伺服器、系統存儲產品及軟件，通常與增值服務一併銷售）的營業
額約為人民幣439,400,000元（二零一五年：約人民幣386,400,000元，本比較數字經
重列，將銷售低端伺服器收入人民幣39,900,000元重新分類至「銷售其他產品」類
別，因 IBM於二零一四年已出售本產品線予聯想），較二零一五年同期增加約人民
幣53,000,000元或13.7%。銷售 IBM產品及提供相關服務仍然是本集團營業額主要
來源，佔本集團於本期間總營業額約28.1%（二零一五年：約36.9%）。

銷售華為產品

本期間銷售華為產品的營業額持續強勁增長，並超越 IBM產品銷售，因此華為產品
已成為本集團本期間主要營業額來源。該等業務（包括銷售伺服器、存儲及雲計算
產品）於過往兩年錄得強勁增長且增長動力仍然持續。於回顧期間，其營業額飆升
124.6%，即增加人民幣270,800,000元至約人民幣488,100,000元（二零一五年：約
人民幣217,300,000元）。該金額佔本期間本集團總營業額約31.2%（二零一五年：約
20.8%）。

銷售甲骨文產品

於回顧期間，甲骨文產品（包括數據管理軟件、應用伺服器之中間件及系統產品）
的銷售額約為人民幣203,000,000元（二零一五年：約人民幣142,100,000元），較
二零一五年同期增加42.9%。該金額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13.0%（二零一五年：約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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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其他產品

本集團的其他營業額來源包括銷售曙光、聯想、EMC、VMware、SAP、自有品牌
產品以及其他資訊科技產品及配件。源自此等收入的營業額為約人民幣291,300,000
元，增加約人民幣140,200,000元或92.8%（二零一五年：約人民幣151,100,000
元，本比較數字如上所述經重列）。於本收入類別不同產品中，源自銷售曙光產
品的營業額大幅增加人民幣158,900,000元，增幅接近去年同期20倍至約人民幣
166,900,000元。本類別產品銷售營業額佔本期間本集團總營業額約18.6%（二零
一五年：約14.4%）。

提供服務

於本期間，提供服務的營業額約為人民幣143,400,000元（二零一五年：約人民幣
149,800,000元），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9.2%（二零一五年：約14.3%）。

財務回顧

營業額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營業額較二零一五年同期增加約人民幣518,500,000元或大幅
增加49.5%至約人民幣1,565,200,000元（二零一五年：約人民幣1,046,700,000元）。
該增加主要由於華為、曙光及甲骨文產品銷售顯著增加，此顯示國內品牌產品市場
需求持續強勁，及甲骨文產品銷售自去年減少後逐漸恢復。

毛利

本集團毛利於本期間增加約人民幣13,300,000元或11.1％至約人民幣132,600,000元
（二零一五年：約人民幣119,300,000元）。毛利率由11.4％下降至8.5％，毛利率變
動是可以理解的，因本集團銷售組合由依靠傳統外國品牌資訊科技產品轉移至價格
競爭激烈的國內品牌產品，然而，本集團能以銷量克服價格壓力以及銷售專注點的
轉移為其提供開拓新市場及客戶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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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其他收益及虧損

其他收入、其他收益及虧損主要為銀行存款的利息收入、匯兌收益、政府補助及應
收貿易賬款減值虧損。於本期間，來自其他收入、其他收益及虧損的虧損淨額約為
人民幣9,400,000元（二零一五年：約人民幣3,30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6,100,000
元。虧損增加主要由於銀行利息收入減少約人民幣3,400,000元，因若干銀行貸款
已於去年全數償還，故較少已抵押存款置於銀行作為抵押按金。此外，虧損增加亦
由於應收貿易賬款之減值虧損及匯兌虧損增加所致。

銷售及分銷費用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費用約為人民幣59,900,000元（二零一五年：約
人民幣56,900,000元），較二零一五年同期增加約5.4%，增加主要由於為應對迅速
擴張的國內品牌資訊科技產品銷售業務而招聘更多擁有合適才能的銷售及技術人
員，使本集團的員工成本增加。

行政費用

本期間本集團的行政費用約為人民幣19,600,000元（二零一五年：約人民幣
19,100,000元），較二零一五年同期增加約2.6%。增加主要由於後勤員工成本及中
國印花稅增加，此歸因於本期間業務發展以及銷售及採購合約量增加所致。

融資成本

本集團的融資成本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約人民幣20,500,000
元持續減少約人民幣3,300,000元或16.1%至本期間約人民幣17,200,000元。減少主
要是由於本期間現金流改善而借款減少所致。

所得稅開支

經參考二零一五年中期報告中「管理層討論與分析」部分「所得稅開支」一節所述稅
務事宜，本公司之中國附屬公司北京富通東方科技有限公司（「富通東方」）的所得稅
率由15％改為25％，由於所得稅率變動而重新計算遞延稅項，約人民幣9,000,000
元額外遞延稅務資產於二零一五年同期計入並抵銷本集團所得稅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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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參考二零一五年年報「管理層討論與分析」部分「所得稅開支」一節所述稅務事宜，
於本公佈日期富通東方仍與有關稅務部門之談判以返還罰款及額外稅款以及恢復其
享有之優惠稅率。因此，富通東方繼續使用25％的所得稅率計算其於本期間之所得
稅撥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人民幣19,400,000元，較二零一五年同期
的人民幣22,100,000元減少約人民幣2,800,000元或12.4％。減少主要由於以上所述
去年所得稅開支因遞延稅項資產有所調整以及其他收入、其他收益及虧損的虧損淨
額增加以及運營成本增加之綜合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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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六
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總資產約人民幣1,704,400,000元及淨資產約人民幣
583,700,000元（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分別約人民幣1,779,300,000元及約
人民幣571,700,000元）。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銀行結餘及現金約為人
民幣74,400,000元（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及十二月三十一日：分別約98,300,000
元及約人民幣341,800,000元）。銀行借款約為人民幣389,100,000元（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463,300,000元）。計及手頭現金及來自其業務的經常性
現金流，本集團的財務狀況保持穩健，足以達成各項業務目標。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並無銀行借貸（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7.2%）
按固定利率計息。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貸款乃以人民幣及美元計值，而現金及現
金等價物以人民幣、美元及港元持有。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賬面值約人民幣183,600,000元（二零一五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186,3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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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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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負債資本比率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淨負債資本比率約為42.9%（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為9.3%）。該比率乃按銀行借款總額減去銀行結餘及現金、及相關
已抵押存款再除以總權益計算。

外匯風險

本集團承受的外匯風險主要來自以外幣（即有關交易的貨幣為營運的功能貨幣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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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貨幣主要為美元及港元。

於本期間，本集團曾訂立一份人民幣╱美元外匯遠期合約以對沖人民幣╱美元近期
波動。該外匯遠期合約於本期間末已全數結算。管理層將繼續密切監察其外匯風險
及需求，並在有需要時安排對沖措施。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中期股息（二零一五
年：無）。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中國和香港共有543名（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508名）僱員。員工成本總額約為人民幣53,700,000元（截至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約人民幣48,700,000元）。

本集團僱員的薪酬乃按照行業慣例及個別員工的表現和經驗釐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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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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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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得款項
淨額約為人民幣102,100,000元。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動用約人民
幣10,700,000元以成立新的分支辦事處、約人民幣25,500,000元以採購新的企業資
訊科技產品、約人民幣15,300,000元以成立及擴充資訊科技解決方案支援中心、約
人民幣10,200,000元以設立培訓中心、約人民幣10,200,000元用作本集團一般營運
資金，以及約人民幣9,300,000元以投資於研發自有品牌軟件及硬件企業資訊科技
產品。所得款項淨額的餘款已存入銀行存款賬戶。本集團將按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
十一月十一日刊發的公佈內有關變更所得款項用途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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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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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望

回顧二零一六年的上半年，內地的經濟增長相對平穩，二零一六年第二季度國內生
產總值按年增長維持在6.7%，與上半年整體數字持平，這有助本集團的整體業務也
取得了平穩發展。而去年，不少國內企業在資訊科技設備方面的採購都採取觀望的
態度，導致一些預期的採購訂單滯後。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集團受惠於國產品牌的企業資訊科技產品錄得強勁銷售增長
的帶動及滯後的採購訂單陸續浮現，使本期間本集團的總銷售額較去年同期錄得接
近50%的增幅。在此趨勢下，我們會繼續把握每一個為客戶服務的機會，一如既往
為客戶提供最合適的產品和服務，無論是傳統的增值分銷業務，或是系統集成及解
決方案的業務。

二零一六年下半年，我們將繼續增強團隊在技術以及前線銷售方面的能力。本集團
計劃聘用年輕好學的員工，並為員工作定期或按需要而設的培訓授予最新的產品技
術及知識。同時，本集團亦會適時因應行業的變化而調整團隊的結構，及時應對行
業新發展及自身業務之重點。本集團希望構建一隊由經驗豐富資深員工為骨幹、年
輕有拼勁員工為前線動力的團隊，為客戶提供最適合的服務，有效地幫助客戶解決
在資訊科技上遇到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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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堅信唯有與時俱進，才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搶佔先機。往後，我們會繼續
投入研發自有產品，並透過與客戶間的緊密聯繫，瞭解他們的實際需求，並不斷研
發及改進我們的產品，以提升本集團的整體競爭力。

企業管治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已於本期間應用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
規定的企業管治守則的原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並遵守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準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列的上市發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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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經本公司作出具體查
詢後，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本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之標準。

審閱賬目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賬目已由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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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將載於本公司二零一六年中期報告內。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期間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賬目亦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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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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二零一六年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
東，並在上述網站可供閱覽。

 代表董事會
 富通科技發展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陳健

香港，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陳健先生及張昀女士；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均雄先生、
袁波先生及何柏泰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