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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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
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InvesTech Holdings Limited
威訊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87）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214,900 162,715

毛利 22,627 9,599

除稅前虧損 (21,655) (33,455)
  

期內虧損 (21,720) (32,799)
  

以下各方應佔虧損：
 －母公司擁有人 (19,443) (28,462)
 －非控制權益 (2,277) (4,337)

  
(21,720) (32,799)

  
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分） (2.27)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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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選定財務比率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概約） （概約）

毛利率 10.5% 5.9%

淨虧損率 (10.1%) (20.2%)

於 於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概約） （概約）

流動比率（倍） 4.1 3.3

資本負債比率 (1) 15.7% 11.3%

總資產回報 (2) (1.4%) (4.2%)

總權益回報 (2) (2.0%) (6.6%)

(1) 按短期及長期借貸總額除以總資產計算。

(2) 採用總資產和總權益之平均餘額計算得出。

業務表現回顧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內」），威訊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

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進一步發展網絡通信業務和移動辦公室自動化（「辦公室

自動化」）軟件銷售業務，並且成功將業務範疇拓展至衛星通信產品之銷售業務。此

外，本集團亦致力在香港進行及開發金融服務。

期內，本集團錄得淨虧損約人民幣 21.7百萬元，總收益約人民幣 214.9百萬元，較

二零一六年同期約人民幣 162.7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 52.2百萬元，或約 32.1%。而本

集團錄得毛利約為人民幣 22.6百萬元，較二零一六年同期約人民幣 9.6百萬元增加

約人民幣 13.0百萬元，或約 135.4%。毛利率則由二零一六年同期約 5.9%上升至約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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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環境

儘管全球經濟穩步復甦，惟經濟增長動力依然乏力。由於受政治和政策不確定性因

素影響，本集團對全球市場持謹慎態度。市場焦點依然集中在美國的財政和貨幣政

策，如美國聯儲局資產負債表正常化，加息和貿易保護主義等，再加上受脫歐及一

些中央銀行潛在緊縮貨幣政策之影響，整體營商環境相對複雜。全球風險規避引發

了新興市場的資本外流，並對亞洲市場造成損失，以致大部份本地的主要商務銷售

疲軟，營業額和收入下跌。

過去數年，由於全球經濟不明朗、電信行業激烈競爭及業內技術提升，本集團實施

多項業務重組，將業務重心由傳統電信產品及服務轉移至網絡通信業務，以及移動

辦公室自動化軟件業務。隨著雲計算、大數據、互聯網+、物聯網（「IoT」）的普及，

行業需求旺盛，雲端平台和其他移動辦公室軟件正在實現新的商業模式，並為中小

企業 (SMB)形成更全球化的整合網絡，相信將為本集團發展帶來巨大商機。

根據信息技術研究機構高德納諮詢公司表示，全球公共雲端服務市場預計在二零

一七年將增長 18%至 2,468億美元，高於二零一六年的 2,092億美元。國際數據公

司預測，全球公共雲端計算支出將由二零一五年的 670億美元增加至二零二零年的

1,620億美元，年複合增長率達 19%。根據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預計，採用平台即服

務 (PaaS)將會是雲端平台增長最快的行業，從二零一七年的 32%增長至二零二零年

的 56%。自從中國政府實施「互聯網+」計劃以來，將為中國開放更多市場機遇，創

造一個以技術驅動及創新的現代社會。

網絡資訊化是現今世界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大趨勢，網絡通信行業的繁榮發展，4G網

路服務對各行業的滲透以及「互聯網+」的高速發展，相信將進一步推動企業專網、

智慧城市及行業物聯網的建設。

業務發展

為提高整體盈利能力以及對本公司股東（「股東」）作出長期貢獻，本集團進一步加強

現有的網絡通信業務和移動辦公室自動化軟件銷售業務。此外，本集團將把握市場

需求，包括企業智能轉型升級及行業客戶網絡建設，充分利用既有的產品與客戶基

礎，提升本集團競爭力，推進本集團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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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看好中國「一帶一路」倡議，認為將有利於衛星通信行業的發展前景。本集

團將抓緊機遇與業務伙伴建立戰略合作關係。本集團透過與華訊方舟科技有限公司

（「華訊方舟」）的合作，積極擴大其產品範圍，包括衛星通訊產品。

華訊方舟專門開發兼容Ka及Ku波段衛星信號的地面接收設備。此外，華訊方舟目

前正積極發展衛星運營服務，藉以發展更全面的衛星業務鏈。

本集團共同開拓衛星通信市場，從而多元化發展業務分部，並為本集團提供機會擴

展業務範疇及擴大收入來源。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開始從事金融服務業務，如放貸業務，作為增長引擎，提高收

益和利潤。期內，香港的放貸業務為本集團帶來了不俗的收益和利潤。

前景展望

大多數經濟體持續復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對此跡象感到樂

觀。全球經濟活動正在迎接期待已久的投資、製造業和貿易的週期性復甦。國際貨

幣基金組織表示，全球經濟增長預計將從二零一六年的 3.1%上升至二零一七年的

3.5%及二零一八年的 3.6%。經濟活動更頻繁，全球需求預期更強勁，通縮壓力減

輕，金融市場的情況亦越趨樂觀。然而，復甦的結構性障礙和風險平衡，特別是在

中期，仍然傾向於下行，形成重大挑戰。

本集團將繼續積極推進和擴大業務規模，並建立戰略性合作夥伴關係，為未來的業

務發展做好準備。二零一七年，本集團將對華訊方舟擬議注資，作為本集團長期發

展的重大舉措及二零一七年下半年的主要增長動力。本集團與華訊方舟之間的業務

關係有所加強，讓本集團獲得更多商機，結合雙方的技術知識和現有產品及服務，

共同開拓市場，並為本集團帶來額外的收益和利潤。

因此，本集團期望能以穩定步伐成長。除了加強與現有夥伴的合作，本集團亦將積

極尋找新合作夥伴和渠道，以提升市場份額。本集團將不斷抓緊不同領域的合併和

合作機會，創造利潤及提升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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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綜合業績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未經審核中期綜合財務業績，連同二零一六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此中期

綜合財務業績未經審核，惟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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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4 214,900 162,715

銷售成本 (192,273) (153,116)
  

毛利 22,627 9,599
 

其他收入及收益 4 12,593 3,037

銷售及分銷開支 (10,691) (13,610)

行政開支 (29,262) (29,423)

其他開支淨額 (3,923) (2,012)

融資成本 5 (12,999) (1,046)
  

除稅前虧損 6 (21,655) (33,455)

所得稅（開支）╱抵免 7 (65) 656
  

期內虧損 (21,720) (32,799)
  

以下各方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19,443) (28,462)

 非控制權益 (2,277) (4,337)
  

(21,720) (32,799)
  

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
 應佔每股虧損 9

 基本及攤薄 人民幣 (2.27 分 ) 人民幣 (3.65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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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虧損 (21,720) (32,799)

其他全面虧損

將於其後期間重新分類為損益的其他全面虧損：

換算外國業務之匯兌差額 (7,764) (167)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29,484) (32,966)
  

以下各方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27,153) (28,593)

 非控制權益 (2,331) (4,373)
  

(29,484) (32,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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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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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0 1,218

商譽 207,580 207,580

其他無形資產 169,562 179,885

遞延稅項資產 2,059 2,254

可供出售投資之預付款 10 150,000 —
  

非流動資產總值 530,611 390,937
  

流動資產
存貨 18,262 6,031

貿易及票據應收款 11 209,854 182,154

應收貸款 12 70,165 —

應收利息 1,260 —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01,269 350,079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股本投資 13 164,654 —

可供出售投資 — 15,000

投資存款 69,500 —

已抵押存款 92,665 4,91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16,640 533,491
  

1,044,269 1,091,673

分類為持作出售資產 — 95,014
  

流動資產總值 1,044,269 1,186,687
  

流動負債
貿易及票據應付款 14 136,306 102,45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63,364 166,908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27,694 48,413

應付稅款 29,348 41,522
  

流動負債總額 256,712 359,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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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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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動資產淨值 787,557 827,38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318,168 1,218,326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25,442 26,990

利息票據 218,787 130,338

政府補貼 — 6,588
  

非流動負債總額 244,229 163,916
  

資產淨值 1,073,939 1,054,410
  

權益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31,288 109,951

儲備 878,555 878,032
  

1,009,843 987,983

非控制權益 64,096 66,427
  

權益總額 1,073,939 1,054,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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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19,731 (43,243)
  

投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流量淨額 (462,495) 90,173
  

融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120,955 (25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額 (321,809) 46,678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33,491 192,120

外匯利率變動影響淨額 4,958 (562)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16,640 238,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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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公司資料

威訊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為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

責任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從事提供網絡系統整合，

包括提供網絡基礎建設解決方案、網絡專業服務及移動辦公室自動化軟件業務的移動互聯網軟

件、買賣電信設備，以及放貸業務。

2.1 編製基準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

則附錄 16的適用披露規定及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

編製。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除另有說明外，所有數值已約至最

接近之千位數。

編製此等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的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本集團編製截至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使用者相同，惟附註 2.2所披露採納經修訂國際財

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亦包括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及詮釋）除外。

此等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不包括須於本集團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內載列之所有資料及披

露，並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2.2 會計政策變動及披露

本集團已就本集團於本期間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以下經修訂準則：

國際會計準則第 7號的修訂 披露計劃

國際會計準則第 12號的修訂 就未實現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年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2號的修訂

 週期之年度改進  其他實體權益之披露

採納此等經修訂準則並無對本集團的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構成重大財務影響。

本集團並無於此等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提早採納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任何其他準則、詮釋

或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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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部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根據產品及服務劃分業務單位，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兩

個可報告經營分部如下：

(a) 通信系統分部，從事提供網絡系統整合，包括提供網絡基礎建設解決方案、網絡專業服務

及移動辦公室自動化軟件業務的移動互聯網軟件，以及買賣電信設備；

(b) 放貸分部，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開始向香港實體及個人提供信貸融資。

管理層獨立監察本集團之經營分部業績，以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作出決策。分部表現根據可

報告分部溢利╱虧損評估，其為經調整除稅前溢利╱虧損之計量。經調整除稅前溢利╱虧損之

計量方式與本集團之除稅前虧損一致，惟利息收入、未分配收入及收益、融資成本以及公司及

其他未分配開支並無計入有關計量。

分部資產不包括遞延稅項資產、已抵押存款、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投資存款、按公允價值計入

損益的股本投資，以及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資產，原因為該等資產按集團基準管理。

分部負債不包括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應付稅項、遞延稅項負債，以及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負

債，原因為該等負債按集團基準管理。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只有一個可報告經營分部，即通信系統分部，因

此本集團並無呈列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分部報告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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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部資料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通信系統 放貸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收益

向外部客戶銷售 211,935 2,965 214,900

   

分部業績  1,705 2,272 4,432

利息收入 359

未分配收入及收益 567

融資成本 (12,999)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14,014)
 

除稅前虧損 (21,655)

 

分部資產 954,907 71,435 1,026,342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548,538
 

資產總值 1,574,880

 

分部負債 189,169 — 189,169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311,772
 

負債總額 500,941

 

其他分部資料：

於損益表中確認的減值虧損 220 — 220

折舊及攤銷 10,659 — 10,659

資本開支 * 677 — 677

可供出售投資之預付款 150,000 — 150,000

* 資本開支包括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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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入為期內售出貨物及軟件產品之發票淨值減退貨及貿易折扣撥備及所提供服務的價值。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之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銷售貨品及軟件產品 139,751 122,341

提供服務 72,184 40,374

放貸業務利息收入 2,965 —
  

214,900 162,715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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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利息收入 359 333

已發放政府補貼 ** 7,202 110

投資存款收益 304 —

出售持作出售投資之收益（附註 6） 3,000 —

出售分類為持作出售資產之收益 1,000 433

匯兌差異淨額 57 62

收回於業務合併所得的已減值貿易應收款項之收益 * 625 1,661

其他 46 438
  

12,593 3,037
  

* 收益來自貿易應收款項所收回的現金，其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
透過業務合併收購時已悉數減值。

** 概無有關此等補貼之未達成條件或是或然事項。

5.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及其他借貸利息 1,392 1,046

利息票據之利息 11,607 —
  

12,999 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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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虧損

本集團除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以下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售存貨成本 * 192,273 150,513

折舊 336 464

攤銷其他無形資產 ** 10,323 19,159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 *** 111 2,277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減值撥回 (46) (265)

經營租賃之最低租賃付款 3,312 3,549

核數師酬金 600 600

研發成本 5,815 4,823

已發放政府補貼 (7,202) (110)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酬金）

 －工資及薪金 16,307 23,067

 －退休金計劃供款 2,365 2,496

 －以股權結算購股權開支 1,278 —
  

19,950 25,563
  

匯兌差異淨額 (57) (62)

撇減存貨至可變現淨值 * 155 38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虧損 *** 142 —

銀行利息收入 (359) (333)

出售分類為持作出售資產之收益 (1,000) (433)

出售持作出售投資之收益 (3,000) —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之股本投資之

 公允價值虧損淨額 *** 3,670 —

投資存款收益 (304) —

* 包括將存貨撇減至可變現淨值。

** 攤銷其他無形資產納入簡明綜合損益表的「銷售成本」及「行政開支」內。

*** 此等開支項目已計入簡明綜合損益表項下「其他開支淨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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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

本集團並無就香港所得稅作出撥備，乃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並無源自香港的應課稅溢利。其他地區的應課稅溢利的稅項已按本集團經營所在國家的當前稅

率計算。

除以下公司外，本公司於中國內地成立之附屬公司於下列期間須按 25%之法定稅率繳納企業所

得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屬公司名稱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沈陽新郵通信設備有限公司（「沈陽新郵」） 15.0% 15.0%

北京威發新世紀信息技術有限公司 15.0% 15.0%

威發（西安）軟件有限公司 ^ 12.5% —

^ 該實體獲確認為軟件企業，並獲豁免繳交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

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企業所得稅，且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隨

後三個年度享有減免 50%適用企業所得稅稅率之優惠。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中國內地 1,418 727

遞延 (1,353) (1,383)
  

期內稅項扣除╱（抵免）總額 65 (656)

  

8. 股息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報告期末之後，本公司概無派付或建議派付股息（截至二

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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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期內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以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

數 856,922,652股（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780,000,000股）計算。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下列基準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

 應佔虧損 (19,443) (28,462)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期內已發行普通股

 之加權平均數 856,922,652 780,000,000

  

每股虧損：

 基本 人民幣（2.27分） 人民幣（3.65分）
  

由於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對呈報之每股基本虧損金額具反攤薄影響，故並無對截至二零一七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呈報之每股基本虧損金額作出調整。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已發行潛在攤薄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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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可供出售投資之預付款

於二零一七年二月十七日，本公司與華訊方舟科技有限公司（「華訊方舟」）及其股東訂立注

資協議，據此，本公司有條件同意向華訊方舟注入金額人民幣 600,000,000元，其中人民幣

150,000,000元已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預付。於注資完成後，本公司將

成為華訊方舟的非主要股東，而投資將由本集團列作可供出售金融投資。

上述交易詳情已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三日的通函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

六月十九日、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九日、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七

日、二零一七年三月九日及二零一七年二月十七日的公告。

11. 貿易及票據應收款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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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貿易應收款項 213,947 188,727

減值 (9,793) (9,682)
  

貿易應收款項，淨額 204,154 179,045

應收票據 5,700 3,109
  

209,854 182,154

  

下表載列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在報告期末的賬齡分析，有關分析以交易日期為依據，並已扣除

撥備：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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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月內 92,273 97,023

三至六個月 41,201 26,030

六至十二個月 40,011 37,300

一至兩年 22,477 9,531

超過兩年 8,192 9,161
  

204,154 179,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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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票據應收款（續）

貿易應收款項的減值撥備變動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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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年初結餘 9,682 6,957

於本期間╱年度撥備 1,577 9,393

撥回之減值虧損 (1,466) (6,495)

作為不可收回款項撇銷之一筆款項 — (174)

匯兌調整 — 1
  

9,793 9,682
  

 下表載列本集團應收票據於報告期末的到期情況：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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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月內 5,700 3,109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貿易及票據應收款項並不包

括應收關連方款項。

12. 應收貸款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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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收貸款 70,165 —
  

 應收貸款指由本集團香港借貸業務所產生之尚未收回本金，乃以港元計值。應收貸款有固定還

款期，全部均為一年內。本集團力求維持嚴格控制其應收貸款，透過審查借款人及其擔保人之

財務狀況，以降低信貸風險。

 應收貸款按本集團及借款人之間相互協定之利率介乎每年 12%至 15%計息。於二零一七年六月

三十日，人民幣 42,832,000元的應收貸款由借款人董事及借款人股東作擔保。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所有應收貸款無逾期亦無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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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收貸款（續）
 本集團應收貸款於報告期末的到期情況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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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月內 869 —

三至六個月 10,252 —

六至十二個月 59,044 —
  

70,165 —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應收貸款並不包括應收關連
方款項。

13.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股本投資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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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上市股本證券，按市值 164,654 —
  

 上述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的股本投資指於香港上市之股份的投資，乃分類為持作買賣，於
首次確認後由本集團指定為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14. 貿易及票據應付款

 本集團貿易應付款項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作出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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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月內 77,787 45,524
三至十二個月 27,906 27,280
一至兩年 4,697 7,847
超過兩年 25,916 21,804

  
136,306 102,455

  
 本集團一般獲供應商給予介乎一至三個月的信貸期。貿易應付款項為無抵押及免息。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貿易及票據應付款項並不包括本集團
應付關連方款項及應付票據。

15. 報告期後事項

繼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刊發有關注資協議（詳情載於附註 10）的通函及股東特別大會（「股

東特別大會」）通告後，股東特別大會已於二零一七年七月十日舉行，而股東特別大會通告所載

普通決議案已獲本公司股東正式通過。

於二零一七年七月及八月，本集團已向華訊方舟進一步預付人民幣 17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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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收益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總收益約人民幣 214.9百萬元，

與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162.7百萬元相比大幅增加約人民

幣 52.2百萬元，或約 32.1%。收益大幅增加乃主要由於 (i)網絡通信產品及服務銷售

有所增加；(ii)與華訊方舟合作銷售衛星通信產品所產生新收益；及 (iii)於截至二零

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開展放貸業務。

銷售成本

銷售成本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153.1百萬元增加約人民

幣 39.2百萬元或約 25.6%至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192.3百

萬元。有關增加乃主要由於來自銷售網絡通信產品及服務及銷售衛星通信產品的收

益相應增加所致。

財務回顧

毛利及毛利率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毛利約為人民幣 22.6百萬元，較截

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9.6百萬元大幅增加約人民幣 13.0百萬

元，或約 135.4%。毛利大幅增加主要由於網絡通信產品及服務銷量增加，加上與華

訊方舟合作銷售衛星通信產品所產生新收益所致。

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5.9%增加至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10.5%。

網絡專業服務、衛星通信產品及放貸業務所產生毛利令本集團毛利率有所改善。銷

售成本調整包括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附屬公司Fortune Grace 

Management Limited（「Fortune Grace」）的技術及未完成訂單的攤銷約人民幣 10.3

百萬元，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19.2百萬元減少約人民幣

8.9百萬元或約 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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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及收益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其他收入及收益約人民幣 12.6百

萬元，包括 (i)已發放政府補貼約人民幣 7.2百萬元；(ii)出售可供出售投資的收益約

人民幣 3百萬元；(iii)出售已於先前年度分類為持作出售資產的物業及預付土地租

賃款項的收益約人民幣 1.0百萬元；及 (iv)收回於業務合併所得的已減值貿易應收款

項的收益約人民幣 0.6百萬元。

銷售及分銷開支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銷售及分銷開支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13.6百萬元減少約人民幣 2.9百萬元，或約 21.3%。有關減少乃

主要由於本集團傳統通信產品及服務的精簡銷售及營銷部門，以配合本集團重新定

位以發展網絡通信業務及移動辦公室自動化軟件業務的業務策略。

行政開支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行政開支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約人民幣 29.4百萬元減少約人民幣 0.1百萬元。

其他開支

其他開支約為人民幣 3.9百萬元，主要來自按公允價值透過損益入賬的股本投資產

生的虧損。

融資成本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融資成本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約人民幣 1.0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 12.0百萬元。融資成本大幅增加主要由於分

別在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零一七年一月、二零一七年三月及二零一七年五月發行

利息票據的利息所致。

所得稅（開支）╱抵免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產生所得稅開支約人民幣 0.1百萬

元，主要是來自即期中國企業所得稅開支，並為來自Fortune Grace收購事項所得

無形資產攤銷的遞延所得稅抵免所抵銷。整體而言，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實際稅率為 0.3%，而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則

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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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虧損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淨額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約人民幣 32.8百萬元減少約人民幣 11.1百萬元，或約 33.8%。有關減少主要歸

因於 (i)毛利大幅增加約人民幣 13.0百萬元；(ii)其他收入及收益大幅增加約人民幣

9.6百萬元；(iii)銷售及分銷開支減少約人民幣 2.9百萬元。淨虧損的減少部分被融

資成本增加約人民幣 12.0百萬元及其他開支增加約人民幣 1.9百萬元所抵銷。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於營運過程中繼續執行審慎的財務管理政策，並維持相對較低的資本負債比

率。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按短期及長期借貸總額除

以總資產計算）約為 15.6%（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11.3%）。資本負債比率

上升，主要原因為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發行本金總額為 109.4

百萬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 95.0百萬元）的 8.5厘利息票據及 8厘利息票據所致。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總額約人民幣 27.7百萬元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48.4百萬元）。此等借貸為無抵押並由一名

本公司董事提供擔保，而人民幣約 2.7百萬元則按固定利率計息。

除上文或本公告另有披露者，以及集團內公司間之負債外，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

日營業時間結束時，本公司並無任何已發行及未清償或同意發行之借貸資本、銀行

透支、貸款或其他類似債務、承兌負債或承兌信貸、債券、按揭、押記、租購承

擔、擔保或其他重大或然負債。

董事已確認，自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至本公告日期為止，本集團的債務及或然負

債概無重大變動。

外幣風險

由於本集團的若干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以及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項以外幣列值，故會出現面臨匯率波動的風險。本集團有相關政策監管與外匯波動

有關的風險及在有需要時控制該等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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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營資本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存貨結餘約為人民幣 18.3百萬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6.0百萬元）。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存貨的平均周轉日數

為 11日（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16日）。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貿易及票據應收款結餘約人民幣 209.9百萬元（二零一六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182.2百萬元）。貿易及票據應收款結餘增加主要乃由

於網絡通信產品及服務業務的銷售有所增加所致。貿易及票據應收款的平均周轉日

數減少至 164日（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410日），主要由於有效應收賬款管理以

致客戶收款改善所致。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約 45.2%的貿易應收款之賬齡為

三個月內。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貿易及票據應付款結餘約為人民幣 136.3百萬元（二零

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102.5百萬元）。貿易及票據應付款結餘增加主要

乃由於增加向供應商購買網絡通信產品及服務所致。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貿

易及票據應付款的平均周轉日數減少至 112日（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287日）。

周轉日數減少主要由於應付款項信貸期相對較短的採購佔比上升所致。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現金周轉周期（透過運用持續經營

數據而計算得出）約 63日，而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則為 139日。

現金流量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淨額約為人民幣 19.7

百萬元，主要由於有效經營現金流量管理所致。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約人民幣 462.5百萬

元，主要由於 (i)購買股權投資所用現金流量淨額；(ii)就將向華訊方舟注資作出可

供出售投資預付款項所用現金；及 (iii)已抵押存款增加及購入投資存款。投資活動

所用現金淨額部分為出售可供出售投資所得款項所抵銷。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約人民幣 121.0百萬

元乃主要來自發行利息票據及股份所得款項。

資本開支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重大資本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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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就將向華訊方舟注資的重大資本承擔人民幣

450.0百萬元。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資本承擔。

或然負債

本集團曾進行多次重組，包括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出售泓淋國

際有限公司及威海市裕博線纜科技有限公司全部權益以及轉讓本集團內多間附屬公

司。本集團已向相關稅務當局呈報重組（如有規定）。然而，倘若該等相關稅務當局

提出要求，該等重組可能須受進一步的調查。董事相信該等重組產生的稅項已在財

務報表內妥為處理及計提撥備。由於中國相關稅務法律及法規繁複，加上各稅務當

局的做法各有不同，稅務當局或會就該等重組徵收及收取額外稅項。

僱員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員總數為 257名（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369

名）。

本集團僱員於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明細如下：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製造及技術工程 67 61

銷售及市場推廣 64 121

一般及行政 54 124

研發 72 63
  

總計 257 369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的僱員數目比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有所減少，主要由於

本集團精簡各部門人手，並減少員工人數，以配合本集團重新定位以發展網絡通訊

業務及移動辦公室自動化軟件業務的業務策略。本集團的薪酬政策乃經評估僱員個

別表現後釐定，並會定期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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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出售物業之須予披露交易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四日，沈陽新郵就出售出售兩幅位於中國總地盤面積約

151,132平方米的土地與一間於中國成立的公司及獨立第三方沈陽市聯盛科技有限

公司（「沈陽聯盛」）訂立買賣協議（「買賣協議」），現金代價為人民幣 98.5百萬元（「代

價」）。

由於買賣協議與有關向沈陽聯盛出售汽車及設備（詳情披露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

一五年十二月四日的公告）的其他兩項交易累計計算後的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聯交

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4.04(9)條）超過 5%但低於 25%，根據上市規則第

14章，買賣協議的出售事項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須遵守申報及公告規定。

直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二日，本集團已自沈陽聯盛全數收取代價及就遲付物業而須繳

付的滯納金。

自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有關變更物業的土地使用權及房屋所有權的登記手續

仍未辦妥，沈陽新郵已訂立補充協議，據此，訂約各方同意延後買賣協議原訂完成

日期（由全數收訖代價後的六個月內至全數收訖代價後的十二個月內）。

於二零一七年二月六日，由於全部先決條件已達成，且登記手續已辦妥，故買賣協

議已完成。

出售物業的詳情已載列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四日、二零一六年六月二

日、二零一六年六月十四日、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七年二月六日的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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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向華訊方舟科技有限公司建議注資之主要交易

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七日，本公司與華訊方舟及持有約 39.98%股權的華訊方舟最

大股東吳光勝先生（「吳先生」）就建議由本集團向華訊方舟注資不超過人民幣 600百

萬元訂立無法律約束力的諒解備忘錄（「諒解備忘錄」）。

訂立諒解備忘錄後，於二零一七年二月十七日，本公司、華訊方舟、吳先生、黃永

江先生、項俊暉先生、馮軍正先生與深圳市銀鼎東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持有華訊方

舟約 79.08%股權的股東）訂立注資協議（「注資協議」），據此，待先決條件達成後，

本公司會向華訊方舟注資人民幣 600百萬元。

由於上述注資協議的適用百分比率（根據上市規則第 14.07條所計算）高於 25%但低

於 100%，故根據上市規則第 14章，注資協議構成本公司一項主要交易。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九日，本公司、華訊方舟及華訊方舟股東訂立注資協議的補充

協議（「補充協議」），據此，訂約各方同意將注資協議的截止日期由二零一七年六月

三十日延後至二零一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有關注資協議（經補充協議所補充）詳情，已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一月

十七日、二零一七年二月十七日及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九日的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二

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三日的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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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股本證券投資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作出一系列市場上市證券投資，以優

質資產擴充其投資組合，有關投資之目標為以可管理的風險水平取得合理回報。本

集團錄得上市持作買賣證券投資的已變現公允價值虧損及未變現公允價值收益的淨

虧損額約人民幣 3.7百萬元。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多項總額約人民幣 164.7百萬元的上市股本

證券，詳情如下：

股份

代號 投資對象公司名稱 持有股份數目 投資成本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市值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佔本公司資產

總值百分比

截至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止期間

公允價值

變動未變現

收益╱（虧損）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7 銀河娛樂集團有限公司 105,000 4,321 4,324 0.27% 3

1019 康宏環球控股有限公司 17,220,000 3,022 1,720 0.11% (1,302)

1082 香港教育（國際）投資集團

 有限公司 21,024,000 19,984 27,216 1.73% 7,232

1340 惠生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15,000,000 6,646 5,734 0.36% (912)

1398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902,000 8,656 8,709 0.55% 53

1499 前進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159,000,000 40,757 29,424 1.87% (11,333)

1591 汛和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83,300,000 8,685 7,454 0.47% (1,231)

3188 華夏滬深 300指數ETF 115,600 4,326 4,334 0.28% 8

3886 康健國際醫療集團有限公司 5,100,000 5,494 3,013 0.19% (2,481)

6108 新銳醫藥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27,000,000 8,690 16,186 1.03% 7,496

8215 第一信用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110,300,000 43,413 56,540 3.59% 13,127
    

153,994 164,654 10.45% 10,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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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投資對象公司主要業務簡介

投資對象公司名稱 主要業務
 

銀河娛樂集團有限公司 經營娛樂場幸運博彩或其他形式的博彩，提供酒

店及有關服務，以及生產、銷售及分銷建築材料。
 

康宏環球控股有限公司 獨立理財顧問業務、借貸業務、自營投資業務、

資產管理業務、企業融資顧問業務以及證券買賣

業務。
 

香港教育（國際）投資集團

 有限公司

提供私人教育服務、投資證券、物業投資及借貸

業務。
 

惠生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在中國經營生豬養殖、生豬屠宰及豬肉產品銷售

業務。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公司和個人金融業務、資金業務、投資銀行

業務，並提供資產管理、信託、金融租賃及其他

金融服務。
 

前進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提供地基工程及配套服務；及在香港政府管理的

公眾填料接收設施處理建築廢物。
 

汛和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承接地基工程，主要包括挖掘及側向承托工程、

嵌岩工字樁及迷你樁工程以及樁帽建設工程。
 

華夏滬深 300指數ETF 滬深 300指數ETF
 

康健國際醫療集團有限公司 醫療業務投資；提供及管理醫療、牙科及其他醫

療相關服務；投資及買賣物業及證券。
 

新銳醫藥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中國從事醫藥產品貿易。
 

第一信用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借貸業務。

根據本公司的投資策略，投資組合應多元化及針對有潛在增長及穩定回報的行業，

如銀行業務及提供金融服務、經營娛樂場及娛樂、醫療及醫藥產品、建築、農業產

品及交易所買賣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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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承認，金融市場中機會與不確定性共存。因此，為儘量提高投資回報及減少

可能的財務風險，本公司已持續評估其現有投資組合的表現並尋求其他潛在及表現

強勁的投資機會。

配售利息票據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一日，本公司、康宏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康宏」）與君陽證券有

限公司（統稱「配售代理」）訂立配售協議（「配售協議」），據此，配售代理同意按照配

售協議所載述，以盡最大努力於配售期間促使獨立承配人（並非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以現金認購本金總額不多於 300,000,000港元之無條件、非從屬及無抵押票據（「票

據」）（「先前配售事項」）。

配售協議已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首次截止，而本金總額為 156,300,000港元

的票據已根據配售協議之條款配售。同日，本公司與康宏訂立附函，以確認向關連

人士配售本金額為 2,000,000港元的票據將不會構成康宏違反向本公司所作出保證及

承諾。配售協議的所有其他條款維持不變。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配售協議首次截止後，配售協議於二零一七年一月

二十四日第二次截止，而本金總額為 52,700,000港元之票據已根據配售協議之條款

配售。於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本公司訂立補充配售協議，以修訂配售期間為

直至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包括當日）。配售協議項下的配售期間已於同日屆

滿。

於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本公司與康宏訂立新配售協議（「新配售協議」），據

此，康宏同意擔任配售代理，以盡最大努力按照新配售協議所載述於新配售期間內

促使新承配人以現金認購本金總額不多於 90,000,000港元之無條件、非從屬及無抵

押票據（「新配售事項」）。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已根據新配售協議的條款配售本金總額為 56,700,000港

元的利息票據。

先前配售事項及新配售事項的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一日、二

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及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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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售新股份

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九日，本公司與鼎成證券有限公司訂立配售協議，據此，本公司

委任鼎成證券有限公司作為其配售代理，按竭盡所能基準促使不少於六名獨立承配

人按每股配售股份 0.36港元之價格認購最多 156,000,000股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

0.02美元之新普通股（「配售事項」）。

配售事項已於二零一七年五月十八日完成。合共 156,000,000股配售股份已按配售價

每股配售股份 0.36港元成功配售予不少於六名承配人。配售事項所得款項淨額約為

53.5百萬港元。

有關上述配售事項的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五月九日及二零一七年五

月十八日的公告。

報告期末後事項

建議注資的最新消息及股東特別大會投票結果

繼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刊發有關注資協議的通函及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

大會」）通告後，股東特別大會已於二零一七年七月十日舉行，而股東特別大會通告

所載各項普通決議案已獲股東以按股數投票方式正式通過。

於二零一七年七月及八月，本集團進一步向華訊方舟預付人民幣 170.0百萬元。於

本公告日期，本集團已向華訊方舟預付合共人民幣 320.0百萬元。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

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董事認同，為達致向整體股東有效的問責性，在本集團管理架構及內部監控程序引

進良好的企業管治元素非常重要。董事會一直努力貫徹良好企業管治，並繼續以股

東利益為依歸，採用健全企業管治常規，以提高本集團的整體表現。截至二零一七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採納並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

（「企業管治守則」）的原則及適用守則條文，惟以下偏離情況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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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及總裁的角色應分開，並不應由同一

人士擔任。儘管意識到有偏離守則條文第A.2.1條的情況出現，但鑑於本集團現時

迅速發展，董事會相信，由陳錫強先生擔任主席及總裁有助於執行本集團業務策略

及提高營運效率。此外，董事會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將令股東利益可在董事

會監督下獲得充分及公平代表。日後本公司將透過物色及任委合適的合資格人選擔

任總裁一職以尋求重新遵守守則條文第A.2.1條。

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第A.6.7條規定，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應出席

股東大會以中肯態度瞭解股東意見。數名非執行董事因彼等各自的其他事務而未能

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四日舉行的股東大會。其他出席股東大會的董事

會成員已有足夠才幹和人數，以回答股東在相關股東大會所提出的問題。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乃就委聘及辭退外聘核數師向董事會作出推薦建議、審閱財

務報表及有關財務報告的重要意見，以及監控本公司的風險管理及內部控制程序。

於本公告日期，審核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包括黃俊碩先生、呂永琛先生及黃良

快先生（彼等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而黃俊碩先生目前擔任審核委員會主席。審

核委員會已採納與上市規則及企業管治守則所載條文一致的職權範圍。在截至二零

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回顧期間，審核委員會已召開一次會議。

審核委員會亦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審核、風險管理、內

部控制及財務申報事宜，當中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

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本公告。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財務業績未經審核。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

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準則。於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已確認

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標準及有

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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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

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前景展望

網絡通信市場將於未來數年繼續強勁增長。本集團將繼續吸引網絡通信業務及移動

辦公室自動化軟件業務的新客戶及合作夥伴，以達成更高的銷售目標。另一方面，

本集團亦將繼續探索新技術，以用於現有的產品及服務。

鑒於高數據處理量衛星 (HTS)科技不斷演進，衛星通信市場於未來十年間將大有增

長。本集團正積極擴大衛星通信設備的市場渠道，務求為本集團爭取收益、收入及

溢利。

足夠公眾持股量

於本公告日期，根據本公司從公開途徑所得的資料及據董事所知，本公司於截至二

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維持上市規則所規定不低於本公司已發行股份

25%的訂明公眾持股量。

刊發中期報告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當中包括上市規則規

定的所有適用資料）將適時於聯交所之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www.investech-holdings.com)刊發。印製本將適時寄發予股東。

承董事會命

威訊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總裁

陳錫強

香港，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陳錫強先生（主席兼總裁）、路成業先生、王芳女士及吳季倫先生，而獨

立非執行董事為黃俊碩先生、呂永琛先生及黃良快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