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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元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AUNCH TECH COMPANY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488）

2016年中期報告

一、 財務資料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千元）

合併資產負債表

  2016年 2015年
 附註 6月 30日 12月 31日
   （經審核）

流動資產：
 貨幣資金  154,376 415,465
 應收票據  28,420 17,037
 應收賬款 4 247,683 241,169
 預付款項  59,992 57,399
 其他應收款  58,185 39,648
 存貨 5 138,101 101,939
 其他流動資產  8,342 7,887
 流動資產合計  695,099 880,544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372,730 387,455
 在建工程  17,127 1,719
 無形資產  155,863 191,031
 開發支出  37,249 11,068
 商譽  1,139 1,139
 遞延所得稅資產  7 7
 其他非流動資產  6,391 6,912
 非流動資產合計  590,506 599,331
 資產總計  1,285,605 1,479,875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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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2015年
 附註 6月 30日 12月 31日
   （經審核）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385,000 560,767

 應付賬款 6 98,072 88,357

 預收款項  63,017 79,365

 應付職工薪酬  2,901 3,930

 應交稅費  4,283 5,086

 其他應付款  23,435 12,577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  – 468

 流動負債合計  576,708 750,550

非流動負債：
 長期借款  1,438 1,190

 遞延收益  25,500 25,500

 非流動負債合計  26,938 26,690

 負債合計  603,646 777,240

股東權益：
 股本  329,160 329,160

 資本公積  231,020 231,422

 其他綜合收益  2,461 3,222

 盈餘公積  18,099 18,099

 未分配利潤 7 101,380 120,570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權益合計  682,120 702,473

 少數股東權益  -161 162

 股東權益合計  681,959 702,635

 負債和股東權益總計  1,285,605 1,479,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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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利潤表

 截至 6月 30日止 6個月
 附註 2016年 2015年

營業收入 3 395,581 335,919

減：營業成本  218,205 188,893

  營業稅金及附加  2,506 1,761

  銷售費用  53,862 64,708

  管理費用  121,442 98,594

  財務費用  5,263 17,026

  資產減值損失  8,799 -3,146

營業利潤（虧損「－」）  -14,496 -31,917

加：營業外收入  1,090 6,372

減：營業外支出  4,666 1,225

利潤總額（虧損「－」）  -18,072 -26,770

減：所得稅費用 8 1,440 7

淨利潤（虧損「－」）  -19,512 -26,777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虧損「－」）  -19,190 -26,743

少數股東損益（虧損「－」）  -322 -34

每股收益（虧損「－」）：
基本每股收益 9 -0.058元 -0.08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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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1、 財務報表的編製基礎

本公司以持續經營為基礎根據實際發生的交易和事項按照財政部頒布的《企業會計準則－
基本準則》和具體會計準則、企業會計準則應用指南、企業會計準則解釋以及其他相關規
定（以下合稱「企業會計準則」），在此基礎上，結合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公開發行證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編報規則第15號－財務報告的一般規定》（2014年修訂）進行確認和計
量，在此基礎上編製財務報表。會計政策與2015年年度業績一致。

此外，財務報表同時符合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要求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適用的披露條例。

2、 重要會計政策、會計估計和合併財務報表的編製方法

(1) 會計期間

本報告期為自2016年1月1日至6月30日止6個月。

(2) 記賬本位幣

採用人民幣為記賬本位幣。境外子公司以其經營所處的主要經濟環境中的貨幣為記
賬本位幣，編製財務報表時折算為人民幣。

(3) 合併財務報表的編製方法

所有子公司均納入合併財務報表

所有納入合併財務報表合併範圍的子公司所採用的會計政策、會計期間與本公司一
致，如子公司採用的會計政策、會計期間與本公司不一致的，在編製合併財務報表
時，按本公司的會計政策、會計期間進行必要的調整。合併財務報表以本公司及子
公司的財務報表為基礎，根據其他有關資料，按照權益法調整對子公司的長期股權
投資後，由本公司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時抵銷本公司與各子公司、各子公司相互之
間發生的內部交易對合併資產負債表、合併利潤表、合併現金流量表、合併所有者
權益變動表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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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收入

主營業務收入是包括已收及應收不同類型汽車維修設備之銷售及提供網上升級服務之淨
值，其分析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本年金額 上年金額

主營業務收入 386,910 330,134

其他業務收入：租金 8,671 5,785
  

 395,581 335,919
  

4、 應收賬款

 期末金額 年初金額

應收賬款 332,382 317,069

減：壞賬準備 84,699 75,900
  

淨額 247,683 241,169
  

賬齡 期末金額 年初金額

1年以內 127,300 115,575

1年以上 120,383 125,594
  

 247,683 24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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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存貨

 期末金額 年初金額

原材料 16,769 19,530

半成品 37,162 7,968

庫存商品 84,170 74,441
  

 138,101 101,939
  

6、 應付賬款

賬齡 期末金額 年初金額

1年以內 87,816 84,413

1年以上 10,256 3,944
  

 98,072 88,357
  

7、 未分配利潤

本年數

 金額

期初數 120,570

加：本期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虧損） (19,190)
  

期末數 101,380
  



7

8、 所得稅費用

 適用稅率

本公司 15%

元征軟件 15%

上海元征 25%

Launch Europe Gmbh 32%

西安元征 25%

鵬奧達 15%

還是威 25%

軲轆車聯 25%

9、 每股收益

(1) 基本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以歸屬於母公司普通股股東的合併淨利潤除以母公司發行在外普通股
的加權平均數計算。

項目 本年 上年

歸屬於母公司普通股股東的合併淨利潤 19,190 26,743

母公司發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 329,160,000 301,800,0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8 -0.089

經調整後（元╱股） -0.058 -0.089

(2) 稀釋每股收益

由於2016年及2015年均無具稀釋潛力之普通股股份，故並無呈列稀釋每股收益。

10、 股息

由報告期間結束起並無建議任何股息（2015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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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子公司

企業名稱 控股情況 業務性質 註冊資本

上海元征機械設備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元征」） 全資子公司 汽車維修機械
 設備生產

18,000,000美元

深圳市元征軟件開發有限公司（「元征軟件」） 全資子公司 軟件開發 人民幣40,000,000元
Launch Europe GmbH 全資子公司 LAUNCH產品銷售 人民幣671,875元

西安元征軟件科技有限公司（「西安元征」） 全資子公司 軟件開發 人民幣100,000,000元

深圳市鵬奧達科技有限公司（「鵬奧達」） 控股88%之子公司 軟件開發 人民幣1,000,000元

深圳還是威健康科技有限公司（「還是威」） 全資子公司 汽車保修設備 人民幣10,000,000元

深圳市軲轆車聯數據技術有限公司（軲轆車聯」）
 前稱（「深圳市軲轆軟件開發有限公司」）

全資子公司 汽車保修設備 人民幣10,000,000元

12、 或有負債

報告期末公司沒有重大或有負債。

13、 資產抵押

於2016年6月30日本公司以原值約215,000,000元的土地、房屋及建築物作為若干銀行貸款
之抵押品。

14、 資本性及租賃承諾

於2016年6月30日，本公司沒有重大資本性及租賃承諾。

15、 資產負債表日後事項

本公司無應披露未披露的重大資產負債表日後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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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上半年，本公司繼續重點發展車聯網應用技術和服務，積極開展大數據應用探索及合作，為龐大
的車主、技師、維修企業、第三方應用提供高效優質服務，並積極探索人、車、企業的大數據運
營變現。重點方向如下：

– 與各個垂直行業領域的現有及潛在的戰略夥伴合作，為用戶帶來更好的O2O汽車後服務體
驗；

– 大力發展B2B2C業務模式，打造細分領域閉環生態，快速推動用戶發展；

– 透過汽修技師運營，充分發揮汽修技師潛能，為車主提供及時、貼心、實惠的服務，同時
為汽修技師創造價值；

– 活用金融工具，透過金融服務，整合資源，創新商業模式，確保現金流；

– 挖掘數據價值，推動保險、二手車、車隊管理、節能環保等行業領域的數據商業變現；

圍繞業務方向，公司積極推動架構及人員優化，使之更符合業務發展，公司設立了專門的大數據
部門，行業方案解決中心等機構，更高效的為行業合作夥伴提供方案及數據服務。

圍繞技術創新，公司重點突破汽車雲診斷技術，並以之為核心紐帶來打造基於診斷的汽車後服務
生態鏈，整合資源，創造價值，已取得一定成績。

財務方面，本公司秉持：1)以現金流為核心；2)加強應收賬款管理；3)優化金融機構合作方案，
控制融資成本；4)適當放寬人力成本、研發經費以及營銷費用等。隨著市場策略的不斷優化調
整，車主終端產品補貼政策已逐步收窄或取消，正在積極推進的服務落地及大數據變現，料將逐
步為公司帶來新的收益，改善財務狀況。

本集團將繼續加強和完善內部管理，繼續深化「創新、質量、效率、專業、競爭」的企業文化，激
發員工的創新潛能，提高整體競爭優勢，為股東創造更好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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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分析

報告期內公司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分析

經營成果分析

本公司上半年營業收入較去年同期增長約60,000,000元，增幅約18%，維持去年的主要經營方
向，以高毛利產品作為核心，上半年銷售有不俗成績，毛利率保持在45%左右比去年同期輕微增
長約1.5%，期內本公司繼續開源節流，削減銷售費用約11,000,000元；為了節省財務費用，短期
銀行借款減少約180,000,000,財務費用較去年同期減少12,000,000元。總體經營成本日益上升，隨
著投入更多資源在新項目的研究費用，管理費用增長約22,000,000元。期內按會計政策計提的應
收賬款撥備約8,800,000元。淨虧損減少至約19,000,000元，每股虧損約6仙。

資產、 負債及股東權益分析

本報告期資產總額1,286,000,000元，比年初減少13%，其中：貨幣資金減少比較大。負債總額
604,000,000元，比年初減少22%，主要是短期借款之減少所致。股東權益總額682,000,000元，比
年初減少2%。

資金主要來源和運用

經營活動現金流量

報告期公司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入主要來源於銷售商品業務收入，現金流出主要用於生產經營
活動有關的支出。報告期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淨流入164,000,000元。

投資活動現金流量

報告期公司投資活動沒有的現金流入，投資活動支出的現金為238,000,000元，主要用於購買廠房
設備及科研的資本性支出，上述支出基本主要來源於公司內部自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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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資活動現金流量

報告期籌資活動現金淨流出187,000,000元，主要是用於歸還銀行貸款和貸款利息的支付。

資本結構

報告期公司資本結構由股東權益和債務構成。股東權益682,000,000元；負債總額604,000,000元。
資產總額1,286,000,000元，期末資產負債率213%（期初：190%）。

按流動性劃分資本結構

流動負債合計 577,000,000

（期初：751,000,000元）
佔資產比重45%（期初：51%）

股東權益合計 682,000,000

（期初：703,000,000元）
佔資產比重53%（期初：48%）

三、 其他重大事項的說明

1、 合併範圍

報告期內合併範圍沒有發生變更。

2、 審計委員會審閱報告期財務報告情況

公司董事會之審計委員會已審閱並確認2016年度中期財務報告。

3、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公司於報告期內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企業管治常
規守則》的守則條文。

4、 董事及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於本報告期內，本公司就董事及監事的證券交易，已採納一套不低於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
的《標準守則》所規定的標準行為守則。經特別與全部董事及監事作出查詢後，本公司確
認，在截止2016年6月30日6個月，各董事及監事已遵守該標準守則所規定有關董事進行
證券交易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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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優先購買權

本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及中國法例項下概無有關優先購買權的條文，規定本公司須按比例
向現有股東提呈發售新股份。 

6、 股本

(1) 報告期內，本公司股份總數及股本結構未發生變化。

(2) 報告期內，本公司及附屬公司均沒有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股票。

(3) 報告期內，本公司並無按購股權計劃授出購股權。

7、 配售新股之所得款項的用途

  截至2016年
  6月30日止
 預計使用額 實際使用額

發展車聯網業務 (60%) 130,200,000 130,200,000

智能設備及車雲平台 (30%) 65,100,000 36,000,000

一般營運資金 (10%) 21,700,000 21,700,000
  

 217,000,000 187,900,000
  

集團於2015年12月29日通過配售新股募集資金總額約人民幣217,000,000元，約87%已於
2016年按配售公告所分配之項目金額使用，未使用部分預期將於2016年下半年使用。

四、 中報及其他資料

本報 告將登載於本公司之網頁（網址為www.cnlaunch.com）及聯交所之網頁（網址為
www.hkexnews.hk）。整份中報將於適當的時候寄發予股東並登載於上述網頁。

承董事會命
深圳市元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劉新
董事長

中國 •深圳
2016年8月29日

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劉新先生（董事長）、劉均先生、黃兆歡女士及蔣 
仕文先生，非執行董事劉庸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張燕女士、劉遠先生及寧波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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