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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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業績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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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31日止年度（報告期）的按照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製之初步綜合業績如下：

財務資料

（除特別注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元）

合併資產負債表

項目 附註 2017年 12月 31日 2016年 12月 31日

流動資產：
 貨幣資金 538,008,718.76 279,285,875.90
 應收票據 30,338,048.60 21,825,071.53
 應收賬款 4 202,079,387.42 232,262,423.02
 預付款項 52,731,784.60 52,441,476.55
 其他應收款 12,499,959.29 18,538,048.22
 存貨 5 155,348,922.25 112,747,368.47
 其他流動資產 6,489,785.62 4,591,043.25
 流動資產合計 997,496,606.54 721,691,30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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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附註 2017年 12月 31日 2016年 12月 31日

非流動資產：
 投資性房地產 78,674,919.26 –
 固定資產 253,206,965.97 357,858,779.08
 在建工程 43,018,366.06 18,066,974.12
 無形資產 149,862,090.66 174,827,700.73
 開發支出 35,895,550.37 27,767,751.41
 商譽 1,139,412.80 1,139,412.80
 遞延所得稅資產 4,393,836.51 4,203,375.52
 其他非流動資產 48,892,928.43 7,993,843.94
 非流動資產合計 615,084,070.06 591,857,837.60
 資產總計 1,612,580,676.60 1,313,549,144.54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288,205,200.00 384,374,000.00
 應付賬款 6 117,680,699.31 94,392,524.66
 預收款項 63,615,455.23 61,061,913.18
 應付職工薪酬 3,215,949.73 2,848,980.63
 應交稅費 10,973,572.21 11,144,019.08
 其他應付款 24,234,588.07 12,832,830.76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 532,195.29 505,399.54
 流動負債合計 508,457,659.84 567,159,667.85
非流動負債：
 長期借款 143,054.88 676,536.08
 遞延收入 19,162,000.00 22,331,000.00
 非流動負債合計 19,305,054.88 23,007,536.08
 負債合計 527,762,714.72 590,167,203.93
股東權益：
 股本 375,460,000.00 329,160,000.00
 資本公積 562,481,725.91 231,020,325.76
 其他綜合收益 1,988,515.02 3,332,286.09
 盈餘公積 30,085,085.10 18,099,377.81
 未分配利潤 7 114,980,997.00 141,981,816.61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權益合計 1,084,996,323.03 723,593,806.27
 少數股東權益 -178,361.15 -211,865.66
 股東權益合計 1,084,817,961.88 723,381,940.61
 負債和股東權益總計 1,612,580,676.60 1,313,549,144.54

合併資產負債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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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利潤表

項目 附註 2017年度 2016年度

營業收入 3 977,972,859.33 835,053,156.36
減：營業成本 540,423,800.03 460,003,587.78
  營業稅金及附加 10,701,856.46 9,485,126.03
  銷售費用 98,548,007.61 107,029,197.55
  管理費用 220,950,299.78 228,042,758.15
  財務費用 38,679,498.59 3,270,145.98
  資產減值損失 25,213,913.50 20,467,399.80
加：投資收益 － -604,656.50
  資產處置收益 1,003,681.92 2,936.75
  其他收益 21,242,397.76 –
營業利潤（-虧損） 65,701,563.04 6,153,221.32
加：營業外收入 1,479,958.08 20,410,914.44
減：營業外支出 4,122,905.15 1,382,473.06
利潤（-虧損）總額 63,058,615.97 25,181,662.70
減：所得稅費用 8 2,994,823.63 4,144,313.44
淨利潤（-虧損） 60,063,792.34 21,037,349.26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虧損） 60,076,887.68 21,411,537.32
少數股東損益 -13,095.34 -374,188.06
基本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9 0.1743 0.0650
其他綜合收益 -1,343,771.07 110,987.90
綜合收益（-虧損）總額 58,720,021.27 21,148,337.16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綜合收益（-虧損）總額 58,733,116.61 21,522,525.22
歸屬於少數股東的綜合收益（-虧損）總額 -13,095.34 -374,188.0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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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報內之經審核之財務報表（「財務報表」）。

本公司根據實際發生的交易和事項，按照財政部頒佈的《企業會計准則－基本准則》和具體企業會計准則、企業
會計准則應用指南、企業會計准則解釋及其他相關規定（以下合稱「企業會計准則」）進行確認和計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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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定，編製財務報表。

本公司對報告期末起 12個月的持續經營能力進行了評價，未發現對持續經營能力產生重大懷疑的事項或情況。
因此，本財務報表系在持續經營假設的基礎上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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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公曆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為一個會計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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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合併財務報表的合併範圍以控制為基礎確定，所有子公司均納入合併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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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公司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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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

主營業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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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金額 上年金額

主營業務收入 960,037,276.97 818,148,347.46

其他業務收入：租金 17,935,582.36 16,904,808.90

977,972,859.33 835,053,156.36

4、 應收賬款

公司主要以信貸條款與客戶交易，並給予客戶30天至210天的信貸期。如客戶有長期信貸良好記錄或屬於公司的
主要客戶，或者公司決定與有關客戶發展長期業務關係，則公司會給予不同的信貸期。

年末金額 年初金額

應收賬款 260,378,081.14 316,225,868.23

減：壞賬準備 58,298,693.72 83,963,445.21

淨額 202,079,387.42 232,262,423.02

應收賬款賬齡分析

賬齡 年末金額 年初金額

1年以內 140,943,498.31 126,513,072.12

1-2年 37,235,700.50 56,500,662.54

2-3年 11,544,885.91 33,427,866.16

3-4年 10,055,317.97 9,873,141.96

4-5年 2,299,984.73 5,947,680.24

202,079,387.42 232,262,423.02

期末餘額 期初餘額
項目 賬面餘額 壞賬準備 賬面價值 賬面餘額 壞賬準備 賬面價值

未逾期 110,621,040.88 5,531,052.04 105,089,988.84 74,266,039.83 3,713,301.99 70,552,737.84

已逾期 149,757,040.26 52,767,641.68 96,989,398.58 241,959,828.40 80,250,143.22 161,709,685.18

合計 260,378,081.14 58,298,693.72 202,079,387.42 316,225,868.23 83,963,445.21 232,262,42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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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存貨

賬面餘額及價值 年末金額 年初金額

原材料 18,544,876.33 17,113,460.95

半成品 8,873,550.42 9,157,436.72

庫存商品 127,930,495.50 86,476,470.80

合計 155,348,922.25 112,747,368.47

6、 應付賬款

賬齡 年末金額 年初金額

1年以內 112,413,371.43 91,001,472.44

1-2年 3,346,116.78 2,260,010.28

2-3年 978,869.61 23,404.67

3年以上 942,341.49 1,107,637.27

合計 117,680,699.31 94,392,524.66

7、 未分配利潤

本年數

金額

期初數 141,981,816.61

加：本年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60,076,887.68

  提取法定盈餘公積 11,985,707.29

  應付普通股股利 75,092,000.00

期末數 114,980,997.00

上年數

金額

期初數 120,570,279.29

加：本年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虧損 21,411,537.32

期末數 141,981,816.61



7

8、 所得稅費用

本年金額 上年金額

當期所得稅 3,185,284.62 8,340,700.40

遞延所得稅調整 -190,460.99 -4,196,386.96

合計 2,994,823.63 4,144,313.44

本年及上年適用稅率

本公司 15%

元征軟件 15%

上海元征 25%

Launch Europe Gmbh 19%

軲轆車聯 25%

西安元征 25%

鵬奧達 15%

鵬巨術 25%

元征國際 16.5%

南京元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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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金額 上年金額

歸屬於母公司普通股股東的合併淨利潤（-虧損） 60,076,887.68 21,411,537.32

母公司發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 344,675,202 329,160,0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43 0.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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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沒有建議派發任何股息（2016年：無）。

2017年度中期股息 75,092,000元（2016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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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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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件開發 人民幣 40,000,000元
Launch Europe GmbH 全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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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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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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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車保修設備行業 人民幣 10,000,000元
深圳市軲轆車聯數據有限公司（「軲轆車聯」） 全資 汽車保修設備行業 人民幣 10,000,000元
深圳市鵬巨術信息技術有限公司（「鵬巨術」） 控股 100% 技術開發 人民幣 2,000,000元
元征科技國際有限公司（「元征國際」） 全資 汽車保修設備行業 港幣 50,000元
南京元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南京元征」） 全資 技術開發 人民幣 50,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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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12月 31日以原值約 172,000,000元（2016：217,000,000元）的房屋建築物及土地作為若干銀行貸款之抵
押品。

14、 資本性承諾

於 2017年 12月 31日，本公司並無重大資本性承諾尚未披露。

15、 租賃承諾

於 2017年 12月 31日已簽定不可撤銷之租賃合同為集團未來帶來之承諾：

  單位：千元
本年度 上年度

1年以內 2,309 1,621

第 2-5年 601 240

2,910 1,861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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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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一、 業務回顧

2017年，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已經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在風起雲涌的信息時代，

擁抱共享經濟，創建共享平台，合作共贏是我們共同的期望。人工智能離不開大數據，汽車

數據當前的重要來源是汽車維修數據，區塊鏈技術將使得汽車大數據真正實現共同參與，公

平公正，利益共享，歷史可溯，本集團一直在積極拓展佈局，已做好相應準備，有信心快速

將之轉換為先機並規模化，以獲得高效益。

我們的規劃

作為車聯網大數據（基於VIN）服務提供商，本集團的車聯網業務以汽車診斷技術為核心，以

實時遠程診斷技術為紐帶，通過輸出核心服務能力為車主、汽車維修企業、汽車維修技師、

第三方應用等用戶提供豐富的服務，實現高效、安全、舒適的車輛管理和用戶體驗。著眼於

未來，本集團正加快進度推動區塊鏈、維修小生態等項目的落地工作。同時，本集團正在積

極探索挖掘汽車大數據商業價值，與保險、二手車、汽車後服務等行業應用相結合，為行業

創造更多的價值為集團創造變現能力。

人工智能再次引領行業變革

本集團秉持帶領傳統的汽車後市場領域朝夕間跨入移動互聯網時代之成功經驗，率先將深度

學習技術應用於汽車診斷設備，不僅將遠程診斷、實時監測、在線資料庫、技師互助等先

進功能再次提升，極大的解決了後服務的技術共享、人工共享等剛性需求，引領行業變革，

顯著的提升了效率，優化了體驗，加大了競爭力而且加大投入，研發基於人工智能的智能診

斷技術，使得診斷技術延展到維修小生態成為可能。2017年，本集團依然保持良好的市場

增幅，車雲診斷系列產品銷售逾十多萬套，超歷史銷量，截止報告期累積維修診斷報告逾

15,000萬份，是後市場真正的領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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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抱區塊鏈，擁抱改變產業的超級引擎

本集團作為汽車行業的標桿品牌之一，在過去的 25年時間裏，已經積累了豐富的汽車後市場

經驗和技術儲備，取得了行業同仁、用戶的認可，採集了巨量的數據。構建一個共同參與，

公平公正，利益共享，歷史可溯，無中心化的汽車行業應用平台是我們夢想，本集團積極擁

抱區塊鏈新技術，創造性的開創了汽車行業先河，已經率先使用區塊鏈技術，提出完整解決

方案，搭建汽車行業開放平台，構建汽車行業生態，應用於汽車行業各個領域，即將隆重推

出「超級車鏈」項目。

雲診斷，向診斷 SAAS之服務商演進的原動力

2017年度，本集團持續深化核心診斷技術，將診斷功能模塊化、雲化，並制定標準以服務有

各行業需求之B類客戶。大力推動「雲診斷」應用，診斷報告自動上傳雲端，讓汽車診斷不再

是簡單的依靠人的判斷，而是通過「雲診斷」提供更科學的處理方式，「雲診斷」讓設備產生了

增值服務，從而推動公司從設備提供商逐漸轉變為服務提供商，依托服務借助商業模式創新

逐步實現診斷 SAAS雲服務。

產品不斷推陳出新

2017年度，本集團以用戶為導向，針對維修廠、維修技師、車主、行業等不同的用戶對象，

陸續推出系列新的汽診設備，DIY系列、警用設備、環保設備等均備受業內關注。新推出的人

工智能診斷設備AIT已在保險理賠、二手車領域實現應用場景落地，公司力爭在更多行業探索

落地場景，夯實入口價值，進一步提高互聯網診斷設備的市場佔有率，並籍此形成有規模的

汽車後市場大數據，探索數據變現。未來兩年，高毛利設備銷量料將會有較為明顯的增長趨

勢，因設備能保持高毛利，利潤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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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行業，解決痛點

本集團基於產品場景化的策略，不斷推陳出新，警用、環保等系列產品一經推出即受到行業

高度關注，基於人工智能的共享檢測產品AIT適時推出兩種不同形態，手持式和樁式，在保險

查勘、二手車鑒定、自助洗車等應用場景實現落地，在解決行業痛點的同時，將診斷技術帶

出汽修行業，並彙聚了大量數據，將為行業帶來更多的數據服務，未來可期。

獨一無二的維修技師資源

2017年度，本集團發揮獨有的 go lo技師盒子優勢，繼續擴大汽車維修技師群體，依託引進的

互聯網專業團隊，加大運營力度，打造技師學習平台、交流平台、賺錢平台，形成技師生態

圈，發展共享經濟，通過技師為用戶提供實時遠程診斷，實現協同修車，資源共享。golo技師

盒子在技師圈口碑持續攀升，市場已產生明顯的傳播效應，集團正加大力度將技師生態圈整

合成核心服務能力，逐步向第三方服務平台開放該核心服務能力，將極大的提升 go lo車聯網

生態的競爭力。

佈局產業，孵化未來

2017年度，本集團與合作夥伴籌建成立元瑞一號基金，旨在輸出核心競爭力，孵化產業鏈上

優質公司，為基於汽車後服務的生態提供更為豐富的內容，亦獲取投資收益。集團設備的入

口價值、大數據平台、技師平台獲行業認可度高，作為核心能力輸出，能孵化不同行業的應

用公司實現價值變現，集團已儲備一批項目。佈局產業，拓展生態，贏在未來。

大數據連接一切

2017年度，本集團確立了積累汽車及相關運行數據為當前的主要目標，對各條業務線進行的

重新部署和規劃，並實施產品升級，在推廣業務的同時滿足大數據的採集需求，並與合作夥

伴，採用靈活的合作方式，實現數據共享、數據交換，延展或補充生態鏈上下游的數據，使

積累的汽車大數據越來越精准、越來越豐富。本集團通過診斷技術連接合作夥伴，通過大數

據連接產業鏈。2017年，集團正致力於結合不同的行業應用場景，挖掘並轉化數據價值，以

大數據連接一切，著眼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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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健康與車聯網，攜手並進

2017年度，集團持續優化完善基於人體及環境感知的可穿戴健康智能手環，同時積極佈局基

於區塊鏈技術的可穿戴健康智能手環，繼續潛心鑽研，圍繞車聯網生活場景，積極整合人工

智能、體感傳感器等先進技術及器件，並在心律監測與駕駛行為分析的關聯算法方面取得積

極進展，必將推動汽車可穿戴創新的應用於智能網聯車。

孵化與加速先進科技，未來已來

2017年度，公司不斷加大投入，未來技術研究方向主要為人工智能、區塊鏈、大數據、車聯

網╱物聯網、生命科學等，主要考慮聯網化、智能化、共享化、雲化、新能源趨勢。重點研

究區塊鏈、人工智能、大數據等先進技術，並與公司現有業務進行結合。通過積極探索佈局

區塊鏈、V2X、人工智能，深度學習等技術正爭取在汽車後市場行業率先開花結果，料將為未

來的智能汽車、無人駕駛等積累寶貴經驗。

基於二十多年汽車診斷技術的積澱，本集團幾年前就洞察到行業需求和未來發展趨勢，並投

入大量人力和資金進行車聯網相關研發。2017年度，本集團持續增加應用策劃、平台開發、

大數據挖掘等互聯網技術研發人才，加速車聯網技術的升級和創新，在產品、技術開發和應

用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績。

截至 2017年度，本集團累計獲得國家授權的專利超過 200件，其中發明專利超過 100件；當前

申請中的專利1,100件，其中發明專利1,000件；已獲證書的軟件著作權過百項，已申請PCT專

利279件。本集團開發屬全球首創的基於OBD技術的專利芯片進一步完善，已經成為汽車數據

採集產品的核心，正在改變傳統汽車維修保養模式以及人車生活方式，維修技師可隨時隨地

為車主提供實時遠程診斷維修服務，成為車聯網生態系統建設的標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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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營管理

2017年度，本集團延續了上一年之經營策略調整，基於獲取大數據的核心戰略，推出更加豐

富的產品形態以滿足不同的應用場景，擴大銷售，重點把握高毛利的業務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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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場方面的主要工作是：

1)加強互聯網化汽車診斷設備的營銷推廣，提高互聯網化汽車診斷設備市場佔有率，並積累

維修診斷報告；2)發展重要行業的典型B類客戶，協助他們為車聯網終端用戶提供優質服務；

3)重點推廣高附加值的汽車診斷產品，控制低毛利業務的投入。

2017年度，與上年度相比，互聯網汽車診斷設備銷售約 17萬台，增量超過 4萬台，增幅 33%；

產品平均毛利保持在約 44%；海外營業收入約 4億，增幅 18%；國內營業收入約 6億，增幅

17%；總營業收入約 10億，增幅 17%；一系列穩增長策略得到了體現。

總體來看，通過調整經營策略，國內車聯網業務發展趨勢良好，品牌優勢突出，國內外客戶

及合作夥伴對本集團車聯網業務的發展前景充滿信心。同時，傳統業務也得到持續發展，低

附加值業務得到控制，市場佔有率明顯提高，行業領導地位穩固。

財務方面，為了維持領先地位，本集團一直積極投放資源，產品持續創新，2017年度在研

發、人力資源方面依然投入巨額費用，但憑藉積極開放靈活的市場策略，新汽車診斷產品帶

來了銷售收入的增長，並且貢獻了高毛利率，公司現金流明顯改善，管理層審慎理財，費用

也大幅下降，故報告期經營收穫為盈。

主要財務數據變動帶來盈利增長

2017年隨著銷售增加，毛利大幅上升，在貸款水平下降帶來的利息支出下降，但面對較大

之匯兌損失而導致財務費用大幅上升下，本集團仍順利錄得淨利潤 60,000,000元，變動達

39,000,000元。

人民幣百萬元

2017年銷售增長帶來之毛利增長 63
銷售及管理費用減少 16
資產減值增加 -5
匯兌損失增加 -35
利息支出減少 7
稅後淨利潤變動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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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主要來源和運用

人民幣百萬元

經營活動流入 157
發行股本 378
購建固定資產及研發投入 (87)
中期股息 (75)
利息支出 (15)
償還貸款 (96)
其他 (1)

 

現金增加 261
 

本年總現金流入淨額為 261,000,000元，期末總貨幣資金為 538,000,000。

資本結構

報告期公司資本結構由股東權益和債務構成。負債總額為 528,000,000元，股東權益為

1,085,000,000元；資產總額為 1,613,000,000元。期末槓桿比率（總負債╱股東權益）為 0.49 

(2016：0.85)。隨著貸款下降，利潤回升，整體槓桿比率下降至低於 0.50的理想水平。

客戶與供應商

本公司前五名客戶營業收入總額約 188,000,000元（2016：166,000,000元），佔本年全部營業收

入總額約 19%(2016：20%)。最大客戶佔本年全部營業收入總額約 7% (2016：8%)。

本公司前五名供應商採購金額合計 250,000,000元（2016：196,000,000元），佔本年採購總額約

45% (2016：44%)。最大供應商佔本年採購總額約 24% (2016：22%)。

任何董事、董事的聯繫人，或任何股東（據董事會所知擁有 5%以上的上市發行人股本者）均沒

有在上述披露的客户或供應商中佔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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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展望

本集團將重點發展車聯網應用技術和服務，以診斷技術為核心，秉著開放原則，引進行業應

用合作夥伴，整合資源，致力打造以 go lo車雲平台為中心的全球汽車維修保養和車生活生

態，在O2O、保險、二手車、車隊管理等領域積極開展大數據應用探索及合作，並實現大數

據運營變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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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其他重大事項的說明

1、 合併範圍

報告期子公司除了有一家通過投資設立的子公司名為南京元征外，未有其他合併範圍變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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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執行《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的詳情將載列於 2017年度報告內的
《企業管治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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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31日之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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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本

(1) 報告期內，本公司股份總數變動如下：

期初數 329,160,000
發行新股 46,300,000
期末數 375,4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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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年報及其他資料

本公告將登載於本公司網頁（網址為www.cn l aunch . com.hk）及聯交所網頁（網址為
www.hkexnews.hk）。整份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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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3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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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