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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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文件全部或任何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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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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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中期業績公告

深圳市元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
至 2017年 6月 30日止 6個月（報告期）按照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製之初步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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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2017年6月30日 2016年12月31日
（經審核）

流動資產：
 貨幣資金 311,656 279,286

 應收票據 33,380 21,825

 應收賬款 4 245,125 232,262

 預付款項 60,343 52,442

 其他應收款 31,648 18,538

 存貨 5 197,850 112,747

 其他流動資產 6,836 4,591

 流動資產合計 886,838 721,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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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資產負債表（續）

附註 2017年6月30日 2016年12月31日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344,190 357,859

 在建工程 52,852 18,067

 無形資產 166,556 174,828

 開發支出 42,129 27,768

 商譽 1,139 1,139

 遞延所得稅資產 4,203 4,203

 其他非流動資產 6,298 7,994

 非流動資產合計 617,367 591,858

 資產總計 1,504,205 1,313,549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291,249 384,374

 應付票據 40,000 –

 應付賬款 6 148,012 94,393

 預收款項 79,924 61,062

 應付職工薪酬 2,844 2,849

 應交稅費 4,176 11,144

 其他應付款 150,731 12,833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 305 505

 流動負債合計 717,241 567,160

非流動負債：
 長期借款 627 676

 遞延收益 20,747 22,331

 非流動負債合計 21,374 23,007

 負債合計 738,615 590,167

股東權益：
 股本 329,160 329,160

 資本公積 231,020 231,020

 其他綜合收益 1,945 3,333

 盈餘公積 18,099 18,099

 未分配利潤 7 185,593 141,982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權益合計 765,817 723,594

 少數股東權益 -227 -212

 股東權益合計 765,590 723,382

 負債和股東權益總計 1,504,205 1,313,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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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利潤表

截至 6月 30日止 6個月
附註 2017年 2016年

營業收入 3 486,894 395,581

減：營業成本 277,514 218,205

  營業稅金及附加 3,510 2,506

  銷售費用 48,531 53,862

  管理費用 86,370 121,442

  財務費用 18,026 5,263

  資產減值損失 8,493 8,799

營業利潤（虧損「－」） 44,450 -14,496

加：營業外收入 6,479 1,090

減：營業外支出 6,250 4,666

利潤總額（虧損「－」） 44,679 -18,072

減：所得稅費用 8 1,083 1,440

淨利潤（虧損「－」） 43,596 -19,512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虧損「－」） 43,611 -19,190

少數股東損益（虧損「－」） -15 -322

每股收益（虧損「－」）：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幣元） 9 0.132 -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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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1、 財務報表的編製基礎

公告之財務數據節錄自刊載於 2017年中報內之未經審核之財務報表（「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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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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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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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174 386,910

其他業務收入：租金 4,720 8,671
  

486,894 395,581
  

4、 應收賬款

期末金額 年初金額

應收賬款 334,489 316,226

減：壞賬準備 89,364 83,964
  

淨額 245,125 232,262
  

賬齡

1年以內 134,812 126,513

1年以上 110,313 105,749
  

245,125 232,262
  



6

5、 存貨

期末金額 年初金額

原材料 20,250 17,113

半成品 10,618 9,157

庫存商品 166,982 86,477
  

197,850 112,747
  

6、 應付賬款

賬齡 期末金額 年初金額

1年以內 143,492 91,001

1年以上 4,520 3,392
  

148,012 94,393
  

7、 未分配利潤

本年數

金額

期初數 141,982

加：本期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虧損） 43,611
 

期末數 185,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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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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鵬巨術 25%

元征國際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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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611 19,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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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2 -0.058

經調整後（元╱股） 0.132 -0.058

(2) 稀釋每股收益

由於 2017年及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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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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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息

2017年 2016年

於 2017年 7月 24日宣派中期股息每股人民幣 0.20元（2016：無） 65,832 –
  

此項金額並無在本中期財務資料中確認為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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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設備 18,000,000美元
深圳市元征軟件開發有限公司（「元征軟件」） 100% 軟件 人民幣 40,000,000元
Launch Europe GmbH 100% 銷售 人民幣 671,875元
西安元征軟件科技有限公司（「西安元征」） 100% 軟件 人民幣 100,000,000元
深圳市鵬奧達科技有限公司（「鵬奧達」） 88% 軟件 人民幣 1,000,000元
深圳還是威健康科技有限公司（「還是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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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設備 人民幣 10,000,000元
深圳鵬巨術信息技術有限公司（「鵬巨術」） 97% 研發 人民幣 2,000,000元
元征科技國際有限公司（「元征國際」） 100% 設備 港幣 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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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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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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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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回顧過去半年，本集團主要發展如下：

上半年，本公司延續 2016年戰略，繼續大力發展互聯網化的汽車診斷設備、大力發展B2B2C合作
模式的車聯網業務、大力發展汽車維修技師運營平台，並不斷優化完善汽車大數據，積極探索汽
車大數據的商業價值。重點方向如下：

－ 持續推出設備系列新品，致力於提高效率，改善體驗，以滿足市場不同需求，提高互聯網化
設備佔有率；

－ 積極探索新的應用場景，佈局人工智能診斷設備AIT；

－ 推行全面開放戰略，大力發展B2B2C業務模式，推動人、車數據聚合；

－ 培訓服務技師，運營技師，活躍並豐富技師生態圈；

－ 精細化數據顆粒，增加並優化數據維度，提升數據質量；

－ 結合二手車等應用場景，探索大數據商業價值，嘗試數據變現。

圍繞大數據的核心戰略，公司徹底取消C類客戶的補貼投入策略，狠抓高毛利的業務收入、穩現
金流、降費用，持續優化內部管理，調整業務結構，取得了明顯的效果，產品平均毛利率也維持
在較高水平。

技術創新層面，公司圍繞診斷技術核心化，診斷技術雲化，加大力度推動人工智能技術在汽車維
修領域的應用落地，已取得實質性進展，在設備端不斷推出新的服務體驗；同時，在警用設備、
環保等領域的標誌性合作穩步推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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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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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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年，通過車雲診斷設備收集的汽車診斷報告持續快速增加。上半年收集約 3,500萬份汽車維修
數據報告，同比增量 2,300萬，增幅 192%；上半年診斷報告覆蓋車輛數約 450萬輛，同比增量 368

萬輛，增幅489%；截止報告期累計收集約8,000萬份汽車維修數據報告，覆蓋車輛數780萬，隨著
聯網診斷設備的加速推廣，到年底，相關數據料將取得更大突破。

上半年，與上年度同期比較，互聯網汽車診斷設備銷售7.44萬台，增量1.43萬台，增幅23.8%；產
品毛利率維持在約 45%；總營業收入 4.9億，同比增量 0.9億，增幅 22.5%；淨利潤 0.44億，同比增
長 0.63億，增幅 323%，公司一系列穩增長策略得到了良好體現。

期內本公司繼續開源節流，削減銷售及管理費用合共約 40,000,000元。期內按會計政策計提的應
收賬款撥備約 8,500,000元。淨利潤錄得約 44,000,000元，每股收益約 13.2仙。

資產、負債及股東權益分析

本報告期資產總額 1,504,000,000元，比年初增加 14%，其中：存貨及貨幣資金增加比較大。負債
總額 739,000,000元，比年初增加 25%，主要是當中包含了待驗資及各項手續進行中之股東投資款
項的短期其他應收款之增加所致。股東權益總額 766,000,000元，比年初增加 6%反映了期內之淨
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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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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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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00,000元，主要用於購建廠房
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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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籌資活動現金流量

報告期籌資活動現金淨流入 40,000,000元，主要是來自投資者暫收款 1.4億元而用於歸還銀行貸款
和支付貸款利息之金額約 1.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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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6,000,000元；負債總額739,000,000元。
資產總額 1,504,000,000元，期末槓桿比率（總負債╱股東權益）0.96（期初：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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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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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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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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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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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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報及其他資料

本公告將登載於本公司之網頁（網址為www.cn l aunc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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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7月 24日

於本公告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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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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