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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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概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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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SOFT INTERNATIONAL LIMITED
中軟國際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54）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中期業績公告

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增加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減少）

損益表摘要
 收入總額 686,539 441,613 55.46%
 開發及服務收入 594,739 385,134 54.42%
 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 71,081 27,341 159.98%
  攤銷前之盈利
 經營溢利 45,277 6,203 629.92%
 可贖回可換股優先股之
  面值變更虧損 (31,543) (32,005) (1.44%)
 本期溢利╱（虧損） 5,014 (30,461) 不適用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溢利╱（虧損） 4,127 (31,855) 不適用

每股盈利╱（虧損）   
 －基本（分） 0.40 (3.16) 不適用
 －攤薄（分） 2.74 0.01 27,300%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增加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減少）

資產負債表摘要
 總資產 1,615,354 1,468,512 10.00%
 總負債 (752,440) (691,498) 8.81%
  

 總權益 862,914 777,014 11.06%
  

•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中期股息。

• 本公司不會暫停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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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中軟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比較數字如
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3 686,539 441,613
銷售成本  (479,131) (309,347)
   

毛利  207,408 132,266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7,950 7,020
銷售及分銷成本  (38,756) (27,016)
行政開支  (114,925) (86,404)
呆賬撥備  (2,001) (7,888)
攤銷無形資產  (14,399) (11,775)
財務費用 4 (2,295) (1,681)
佔聯營公司業績  255 1,114
可贖回可換股優先股之面值變更虧損  (31,543) (32,005)
   

除稅前溢利╱（虧損）  11,694 (26,369)
稅項 5 (6,680) (4,092)
   

本期溢利╱（虧損）  5,014 (30,461)
   

其他全面收入

海外業務兌換產生外匯差額  (952) (87)
   

本期全面總收入  4,062 (30,548)

應佔本期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4,127 (31,855)
 非控股權益  887 1,394
   

  5,014 (30,461)
   

應佔綜合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3,190 (31,898)
 非控股權益  872 1,350
   

  4,062 (30,548)
   

每股盈利╱（虧損） 7
 －基本（分）  0.40 (3.16)
   

 －攤薄（分）  2.74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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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4,369 95,131

 無形資產  83,460 83,197

 商譽  420,562 414,615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7,683 17,428

 預付租賃款項  776 867

 支付購買專門技術  5,216 5,216

 遞延稅項資產  3,528 3,528
   

  635,594 619,982
   

流動資產
 存貨  23,484 14,457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8 506,151 362,278

 預付租賃款項  166 166

 合約工程應收客戶款項  209,861 161,019

 關連公司欠款  – 711

 已抵押存款  10,067 12,870

 銀行結存及現金  230,031 297,029
   

  979,760 848,530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9 340,420 283,272

 應付票據  5,147 1,255

 合約工程應付客戶款項  64,271 79,745

 欠關連公司款項  34 128

 應付股息予股東  81 82

 應付稅項  9,996 11,568

 借款  146,898 104,071

 收購業務支付之代價  13,565 22,296

 收購附屬公司額外權益支付之代價  – 844
   

  580,412 503,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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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流動資產淨值  399,348 345,26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034,942 965,251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9,208 9,208

 收購附屬公司支付之代價  11,374 11,374

 可贖回可換股優先股  151,446 167,655
   

  172,028 188,237
   

  862,914 777,01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0 54,599 52,357

 股份溢價  582,582 519,389

 儲備  166,727 154,311
   

本公司之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803,908 726,057

非控股權益  59,006 50,957
   

總權益  862,914 777,014
   



5

未經審核權益變動綜合報表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購股權 一般 企業擴充 法定盈餘   非控股
 股本 股份溢價 換算儲備 儲備 儲備金 法定基金 儲備金 累積溢利 總計 權益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52,178 516,306 (1,338) 39,964 15,793 8,868 1,712 191,858 825,341 44,771 870,112
           

本期溢利 – – – – – – – (31,855) (31,855) 1,394 (30,461)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 – (43) – – – – – (43) (44) (87)
           

本期全面總收入 – – (43) – – – – (31,855) (31,898) 1,350 (30,548)
           

於行使購股權時發行新股份 93 2,019 – (547) – – – – 1,565 – 1,565

確認股本結算並以股份支付
 之款項 – – – 6,851 – – – – 6,851 – 6,851

應付少數股東股息 – – – – – – – (5,880) (5,880) 5,880 –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52,271 518,325 (1,381) 46,268 15,793 8,868 1,712 154,123 795,979 52,001 847,980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52,357 519,389 (1,891) 64,714 15,793 12,978 4,121 58,596 726,057 50,957 777,014
           

本期溢利 – – – – – – – 4,127 4,127 887 5,014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 – (937) – – – – – (937) (15) (952)
           

本期全面總收入 – – (937) – – – – 4,127 3,190 872 4,062
           

於轉換系列A優先股優先股時
 發行新股份 1,315 42,895 – – – – – – 44,210 – 44,210

發行新代價股份 404 12,027 – – – – – – 12,431 – 12,431

於行使購股權時發行新股份 523 8,271 – (1,295) – – – – 7,499 – 7,499

確認股本結算並以股份支付
 之款項 – – – 10,521 – – – – 10,521 – 10,521

收購附屬公司 – – – – – – – – – 7,177 7,177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54,599 582,582 (2,828) 73,940 15,793 12,978 4,121 62,723 803,908 59,006 862,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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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現金流量表（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業務所用現金淨值  (54,506) (48,945)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值  (27,473) (16,546)

融資活動產生╱所用現金淨值  15,000 (10,012)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淨額  (66,979) (75,503)

匯率變動影響  (19) (1,017)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97,029 265,804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30,031 189,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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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呈報基準
此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
規則」）附錄十六所載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按公平值計量之金融工具除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
合財務報表所沿用者一致。

於本中期，本集團已應用若干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
則、修訂及詮釋（「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零八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惟於
  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
  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之修訂則除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零九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有關
  對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第80段作出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二零零七年經修訂） 呈列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二零零七年經修訂） 借貸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第1號（修訂本） 可沽售財務工具及清盤產生之責任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聯營公司之
 第27號（修訂本）  投資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歸屬條件及註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改進有關財務工具之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部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內含衍生工具
 －詮釋第9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39號（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客戶忠誠度計劃
 －詮釋第13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房地產建築協議
 －詮釋第15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海外業務投資淨額對沖
 －詮釋第1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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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及分類資料
營業額指本年度內出售貨物及提供服務而收取或應收之款項淨額。

本公司已由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營業分部。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8號為披露準則，要求營業分部按有關本集團組成部份之內部報告識別，有關報告由主
要經營決策者定期審閱，以分配分部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相比之下，過往之準則（香港會
計準則第14號分部申報）則要求實體採用風險及回報方法識別兩組分部（業務及地區）。本集
團過往以業務分類作為主要呈報形式。與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4號釐定之經營分部相比，應
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已導致重訂本集團之主要分部。

於過往年度，向外報告之業務分類資料乃根據供應貨品或提供服務類型來分析。（如：(i)解決
方案，(ii)資訊科技外包，(iii)資訊科技諮詢及培訓服務，及(iv)銷售可獨立銷售軟件及硬件產
品）。然而，向主要經營決策者（即本公司行政總裁）匯報之資料主要集中於本集團經營部分
提供之各貨品或服務類型之客戶類別上。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之經營分類如
下：

1. 為政府及制造實體提供之解決方案（「政府與製造」）－為政府及制造實體開發及提供解
決方案服務，及銷售可獨立銷售軟件及硬件產品

2. 為金融與銀行機構提供方案（「金融與銀行」）－銀行及其他金融工具之發展及方案服務
供應；及（相對較少）銷售可獨立銷售軟件及硬件產品

3. 資訊科技外包

4. 培訓

有關以上分類之資料已呈報如下。已於過往年度呈報之數額已作重列以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8號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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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收益及業績

本集團之收益及業績按業務分類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類收益 分類業績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政府與製造 171,397 145,473 19,000 2,202

金融與銀行 178,244 104,173 9,896 6,627

資訊科技外包 315,050 181,480 39,670 22,048

培訓 21,848 10,487 449 (958)
    

 686,539 441,613 69,015 29,919
    

產品及服務之分類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業績與除稅前溢利之對賬 91,800 56,479
  

提供服務
 解決方案－政府與製造 134,058 106,865

 解決方案－金融與銀行 123,783 86,302 

 資訊科技外包 315,050 181,480

 培訓 21,848 10,487
  

 594,739 385,134
  

 686,539 44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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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稅前分部業績與溢利（虧損）之對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類業績 69,015 29,919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311 2,024

公司支出 (32,769) (30,399)

可贖回可換股優先股公平值變動產生之虧損 (31,543) (32,005)
  

除稅前溢利（虧損） 5,014 (30,461)
  

上文報告之分類收益為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兩個年度內並無分類間之銷售。

分類業績為在未分配企業開支、以股份支付款項及可贖回可換股優先股公平值變動產生之虧
損，及某些其他公司水平之收入、收益及虧損項目之前，所賺取之溢利╱所受到之虧損。此
乃呈報予主要運營決策制定者之計量方法，以進行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

4. 財務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利息：

銀行貸款 2,295 1,681
  

5.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稅項包括：
中國企業所得稅 6,679 4,091

香港利得稅 – –

美國聯邦和州所得稅 – –

日本所得稅 1 1
  

 6,680 4,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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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於香港均無任何應課稅溢利，因此兩個期間均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
備。

中國企業所得稅乃按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地區之適用稅率計算。

其他司法權區之稅項乃按有關司法權區之適用稅率計算。

6. 股息
本公司並無向股東宣派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

7. 每股盈利
下列為計算本公司之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所依據之數據：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盈利╱（虧損） 4,127 (31,855)
  

具潛在攤薄影響之普通股：
 可贖回可換股優先股公平值變動產生之（虧損） (31,543) (32,005)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盈利 35,670 150
  

 股份數目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加權普通股平均數目 1,027,152,836 1,007,549,765
  

具潛在攤薄影響之普通股：
 根據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 89,574,177 2,212,484

 可予發行轉換可贖回可換股優先股 184,886,740 194,500,000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加權普通股平均數目 1,301,613,753 1,204,262,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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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貿易賬款 458,785 304,569

減：呆賬撥備 (62,632) (55,768)
  

 396,153 248,801

關連公司之應收貿易賬款 7,047 5,985
  

 403,200 254,786

給予供應商之墊款 47,213 59,432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賬款 55,738 48,060
  

 506,151 362,278
  

本集團之平均賒賬期由30日至180日不等。應收貿易賬款（扣除呆賬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90日內 285,690 189,043

介乎91至180日 46,941 13,675

介乎181至365日 21,105 16,856

介乎一至兩年 31,814 34,702

兩年以上 17,650 510
  

 403,200 254,786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之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之公平值與相應之賬面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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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貿易賬款 142,606 119,627

一間關連公司之應付貿易賬款 1,351 921
  

 143,957 120,548

從客戶收取之按金 15,565 6,30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80,898 156,424
  

 340,420 283,272
  

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90日內 70,263 48,165

介乎91至180日 20,455 18,419

介乎181至365日 22,780 14,543

介乎一至兩年 17,174 27,331

兩年以上 13,285 12,090
  

 143,957 120,548
  

採購貨品之平均信貸期限為90天。本集團已制定財政風險管理政策，以確保所有應付
賬款均在信貸期限內。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之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之公平值與相應之賬面值相若。



14

10. 股本
 普通股
 股份數目 每股面值 普通股本
  港元 港元

法定股本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及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1,500,000,000 0.05 75,000,000
   

已發行股本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1,007,278,688 0.05 50,363,935

行使購股權 4,070,000 0.05 203,500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1,011,348,688 0.05 50,567,435
   

行使購股權 11,910,500 0.05 595,525

兌換可贖回可換股優先股 30,000,000 0.05 1,500,000

發行代價股份 9,208,126 0.05 460,406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1,062,467,314 0.05 53,123,366
   

11. 資本承擔
本集團並無已訂約但未於財務報表撥備之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資本承擔。

12. 關連人士交易
(i) 於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有關期間，本集團與下列有關連人士曾進行以下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提供資訊科技外包服務
 －Viador Inc. (a) 1,045 976

 －日本國株式會社CDI (b) 6,086 6,814

 －大連中軟軟件有限公司 (c) 240 115

租金開支
 －中國軟件與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d), (e) 2,285 1,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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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Xi Wang先生為HGR及Viador Inc.之共同董事。

(b) 日本國株式會社CDI為本集團一附屬公司東京信華之股東。

(c) 大連中軟軟件有限公司為中國軟件之附屬公司。

(d) 中國軟件與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為本公司一名股東之控股公司。

(e) 本公司董事崔輝先生亦為中國軟件董事。

(ii) 根據中國軟件與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訂立之商標許可權協議（「商標許可
權協議」），中國軟件以代價人民幣2,000,000元向本公司授予獨家權利，在中國使用商
標許可權協議所界定之中軟總公司計算機培訓中心商標，為期二十五年。截至二零零
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中國軟件取得中國商標局授出的商標註冊證書，本公司
據此於綜合資產負債表內確認該金額為預付租賃款項。註冊有效期由二零零六年三月
二十一日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日。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預付租賃款項已為報
告目的於綜合財務狀況表內列為非流動資產人民幣776,000元及流動資產人民幣166,000

元。

董事認為上述交易均於本公司日常業務過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

13. 僱員及其他資料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之僱員薪酬約為人民幣316,763,000元，其
中包括董事酬金約人民幣2,123,000元（二零零九年：約為人民幣207,838,000元，其中包括董事
酬金約人民幣1,047,000元）。僱員薪酬上升原因為僱員數目由5,904人增加至9,467人，以及於
有關期間對個別員工發放之獎金增加所致。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無形資產攤銷開支及折舊分別約為人民幣
14,399,000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11,775,000元）及人民幣11,405,000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
9,36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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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二零零九年：
無）。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財務回顧

營業額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取得未經審核營業額為人民幣686,539

千元（二零零九年：441,613千元），就業務本身而言，集團四大主要業務：為政府
與製造業者提供解決方案、為金融機構提供解決方案、資訊科技外包和培訓的營業
額分別佔整個集團營業額的25%、26%、46%和3%（二零零九年：33%、24%、41%

和2%）。營業額較去年同期增長55%，增長主要來源於諮詢科外包服務和為金融機
構提供解決方案業務。

其中：取得未經審核開發與服務收入為人民幣594,739千元（二零零九年：385,134千
元），四大業務線佔整體開發與服務收入的比重為：23%、21%、52%和4%（二零零
九年：為28%、22%、47%和3%），較去年同期增長54%，其中以資訊科技外包服務
增長貢獻最大。

毛利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取得未經審核毛利約為人民幣207,408

千元，較二零零九年上升57%。集團毛利率約為30.2%（二零零九年為30.0%）；基於
開發與服務收入的毛利率為34.9%（二零零九年為34.3%），均與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之盈利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取得未經審核未計利息、稅項、折舊
及攤銷前之盈利約為人民幣71,081千元（二零零九年：27,341千元），較去年同期上
升160%，集團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之盈利比率約為10.4%（二零零九年
為6.2%），較去年同期上升了4.2個百分點，其增長主要源於開發與服務收入增加以
及銷售及分銷成本和管理開支的費用比率降低。

開支

銷售及分銷成本佔營業額的比例為5.6%，相對於二零零九年之6.1%降低了0.5個百
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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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不包括折舊與攤銷）佔營業額的比例為15.4%，相對於二零零九年同期之
19.2%降低3.8個百分點。

經營溢利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取得經營溢利約為人民幣45,277千
元，經營溢利率達到6.6%，較二零零九年同期的6,203千元和1.4%均有大幅提升。
經營溢利增加主要來源於三方面：首先，資訊科技外包業務持續穩定增長，成為集
團溢利的最大貢獻者；其次，在報告期內，去年經濟環境對解決方案行業客戶的不
利影響逐漸消除，解決方案項目得以正常推進，業務規模和盈利能力回復正常水
平；最後，因業務規模擴大，開支費用率低於去年同期水平，項目邊際溢利提高。

每股收益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本公司未經審核的本期溢利有所提升，
因此每股基本收益由去年同期的每股基本虧損人民幣3.16分轉為本期的每股基本收
益人民幣0.4分。而每股攤薄收益亦由去年同期的人民幣0.01分大幅提升至本期的人
民幣2.74分。

業務回顧

2010年，本集團繼續鞏固各項業務在原有行業優勢地位，同時註重開拓新的行業市
場。報告期內，伴隨國內政治決策對信息產業的諸多提振政策，以及國內外包市場
的增長，集團經營情況整體好轉，業績指標較去年同期有很大突破。報告期內，本
集團總體業務收入達到686,539千元，較去年同期增長55%，源於四大業務不同程度
的增長，其中以資訊科技外包業務增長最多，報告期間解決方案業務線有大項目
帶動以及資訊科技外包整體業務量擴大帶動了集團營業額的增長，對集團營業額
的增長貢獻分別為6%，17%，29%和3%。

開發與服務收入達到人民幣594,739千元，較去年同期增長54%，四大業務線對集團
開發與服務收入增長分別貢獻為7%，10%，34%和3%。其中以資訊科技外包服務
增長貢獻最大，其次主要是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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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定位是提供綜合性軟件與信息服務，即“端到端”的資訊科技服務，包括：
資訊科技諮詢服務、資訊科技技術服務、資訊科技外包服務。（資訊科技技術服務
主要涉及解決方案服務，資訊科技外包服務包括ITO和BPO服務。）

同時，公司建立了遍布全國的信息技術實習訓練基地(ETC)體系，為主營業務提供
人力資源保障。

公司提供的服務覆蓋政府、金融、電信、高科技、製造與流通、交通與物流，以及
類金融等七大行業，其中類金融行業是新興的融合行業。在解決方案服務方面，公
司提供電子政務、審計與監管；信用卡、交易前置、信貸操作、支付與清算；手機
支付、運營商電子商務；製造執行系統、物流跟踪系統；軌道交通AFC/ACC、城市
一卡通、智能交通等十三類解決方案。

公司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SOA中間件平臺產品ResourceOne，該產品已開發十年，
並已曆四大版本，為解決方案業務提供應用基礎平臺支撑。該平臺已經升級為雲
服務支撑平臺。

報告期內，本集團之主營業務持續穩步增長。一方面，解決方案業務繼續保持穩
步、健康的發展態勢，集團在解決方案業務領域繼續深入挖掘垂直行業，並且以解
決方案在優勢行業積累的豐富的業務經驗和技術技能為基礎，進一步拓展該行業
及其同類行業的海內外客戶的IT外包服務；另一方面，在科技外包業務領域不斷探
索創新，利用自身既有的國內行業經驗與跨國公司客戶協同拓展其在中國的解決
方案業務，也可以通過引入國際先進的行業管理經驗和技術方案，深入挖掘國內
行業客戶的業務需求，推動國內行業客戶的解決方案業務拓展。在集團強大整合
能力支撑下，以收購兼並的方式與業務自然增長相結合，確保企業高速發展，逐步
建設端到端服務能力，使中軟國際能夠成為一個在多行業大規模項目中提供豐富
服務目錄的專業IT綜合服務供應商。是政府、電信、銀行和高科技等細分市場的核
心供應商，並具備在全球市場提供“端到端”服務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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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自身成長和收購兼並，報告期內，本集團共聘用9467名員工，較上年同期相
比增長3563名，同比增幅達60%。科技外包業務人員增長2,751名，較去年同期增長
77％，行業解決方案業務人員增長761，較去年同期增長36%。

報告期內，集團引進了諮詢顧問公司進行人力資源方面的診斷與梳理，並已成功
的在北京團隊開始實施。在集團快速成長的同時，我們採取多種措施提升知識管
理、提交管理和人力資源管理水平，促進管理進一步精細化，為今後的戰略發展打
下堅實基礎，以保證集團未來業務規模擴大和盈利能力的可預測性。

報告期內，集團企業文化被進一步提升到戰略層面，企業文化建設大幅深入開展，
堅定不移地以“創造、分享，共成長”為精神文化紐帶，維繫企業、股東、員工及管
理者的共贏關係，與社會發展的外部環境積極互動，夯實企業發展的精神推動力。

為政府與製造業者提供解決方案

本集團的政府及製造業業務所涵蓋的客戶領域主要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垂直業務
管理需求明確的泛監管領域的政府部委和大型國有企業。

報告期內，政府與製造業業務線取得營業額人民幣171,397千元，較上年同期增加
18%。其中開發與服務收入人民幣134,058千元，較去年同期增長25%；分類業績為
人民幣19,000千元，較上年同期增長763%，業績大幅增長。增長主要是來源於兩方
面：從外部來看，去年經濟環境對行業客戶的不利影響逐漸消除，行業項目得以正
常推進；從內部來看，業務團隊的有效資源使用率(Billable UR)得到提高，毛利率
較去年同期有所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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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內，集團持續鞏固在煙草行業戰略合作地位，在全面實現打碼到條及訂單採
集項目系統正常運行之後，啓動行業投資管理等項目新一輪的全國部署實施工作，
同時持續進行省級打碼到條本地化運維服務，在原有基礎上擴大在省級運維市場
中的覆蓋面。多個MES項目順利實施並且通過了專家評審和驗收，同時啓動新一輪
MES和ERP系統建設工作。在煙草行業商業領域圍繞紀檢、內管整頓規範工作，開
發實施部分省份相關系統，對集團在煙草行業監管業務線進行了有力的補充完善。

報告期內，在國家審計、財政監察方面進一步取得了業務進展，在財政監察方向又
分別開拓了華中、華南的兩個省份的市場；持續中標多個省份的聯網審計項目，進
一步鞏固了在審計信息化領域的市場地位。

報告期內，在電子政務方向，繼續深化民航領域的業務服務，借FSOP系統建設的
契機，全面加強安全體系建設，在航空公司、機場、空管單位等運行管理系統中逐
步拓展和推進“安全管理系統”(SMS)，構建行業發展長效機制。在藥品監管方向以
行政許可項目為支點，繼續拓展3511工程，形成橫向和縱向雙向發展。此外，中標
中紀委項目，參與金紀工程建設。在農業領域，延續保持基礎建設項目的進展，簽
署了農業信息服務“三電合一”工程項目，致力於推廣農村信息化的建設工作。

集團持續延展在環保、氣象、社會保險、新聞出版等民生領域的發展，通過學習啓
發，積極探尋新業務、新模式，為客戶提供更多可落地的解決方案，以深入業務為
基礎開展項目，提供高質量和高效率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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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金融機構提供解決方案

本集團的金融與銀行服務業務領域涵蓋了金融支付、清算、交換領域以及各類卡
基業務和金融管理的開發與應用服務。多年來專注於為國內外的金融銀行客戶、
類金融領域的公共交通、票務清分、社保（卡）及民航客戶提供行業解決方案和IT

外包服務。

報告期內，金融與銀行業務線取得營業額人民幣178,244千元，較上年同期增長
71%；其中開發與服務收入人民幣123,783千元，較去年同期增長43%。分類業績為
人民幣9,896千元，較去年同期增長49%。

報告期內，在銀行和金融領域，流程管理與交易前置(front-end)處理業務的新簽合
同數分別佔公司總數的15%，其中電子票據系統保持市場佔有率首位，客戶在2009

年基礎上擴大至40家，包括國內外銀行、金融機構以及大型集團財務公司；信用卡
核心（包括VisionPlus）系統及業務管理系統的服務同比增長2倍以上，再次成功簽約
中國農業銀行信用卡系統技術服務合同，自主產權信用卡核心系統進入多家銀行
以及個人消費金融公司；拓展銀行外的另一金融領域 ─ 保險公司，參與中國太平
洋保險公司的核心系統建設。

報告期內，在公共服務領域，年初為上海市政府實施的“世博通”手機軌道交通應
用項目成功上線，使上海所有地鐵車站可接受手機的檢票進出；配合2010年上海世
博會的召開，所實施的世博會手機票在入園、地鐵以及世博專線公交線路上得到了
推廣和應用；一卡通系統新簽合同數佔公司總數的17%，簽約並實施青島、重慶、
徐州、泰州等地一卡通項目，一卡通客戶增至30家；票務及支付同比增長2倍；市
民卡業務同比增長67%，簽約廣東社保卡項目和揚州市民卡項目；軌道交通自動售
檢票(automatic fare collection)系統首次成功進入外省市市場，中標重慶地鐵6號線
AFC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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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外包

本集團的資訊科技外包包括Hi-tech MNC資訊科技外包和收據處理及工程設計資訊
科技外包。

報告期內，營業額為人民幣315,050千元，較去年同期增長74%，分類業績為人民幣
39,670千元，與去年同期增長80%。增長主要源於國內外包客戶的業務擴大及境外
客戶業務的穩定增長，同時業務的獲利能力持續穩定，成為集團營業額與本期溢
利最大貢獻者。

本集團的Hi-tech MNC IT外包服務領域所涵蓋的客戶主要是總部設於歐美的科技類
跨國公司。本集團為這些客戶提供的主要服務乃全面資訊科技服務。作為業內領
先的軟件服務外包提供商之一，除了「傳統」的IT外包服務外，集團憑藉在中國市
場的領導地位亦能幫助海外客戶迅速瞭解中國市場並開拓新的業務機會。同時，
憑藉廣泛分布的提交中心，集團能夠充分運用全球資源和自身領先的技術實力幫
助客戶應對不斷快速變化的商業挑戰。報告期內，電信行業的業務取得高速發展，
除了成為國內某全球領先的電信解決方案提供商的主要供應商之一外，並在手機
應用開發測試上與多家MNC客戶有深層次多方面的業務合作。

報告期內，集團被行業分析師譽為“服務創新示範企業“和”中國服務外包十大領軍
企業”，2010年並再次獲得“IAOP全球外包百強外包服務商“的榮譽。得益於我們涵
蓋人才培訓的業務布局，集團具備大項目、廣提交業務的承載能力，並且在外包服
務創新方面不斷進行探索，已取得一定突破。

報告期內，集團新成為全球一大外包客戶的全球離岸外包中心之一，為客戶提供
全球化外包服務，集團也是美國微軟公司授予微軟全球第七家首席供應商稱號，
是迄今為止中國唯一受此殊榮的軟件外包企業。報告期內，本集團在電信、銀行與
SAP諮詢外包領域取得了新的突破，增加了十家有很強實力的新客戶，為公司多元
化、全方位發展提供更廣闊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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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數據處理及工程設計IT服務業務主要針對於日本市場的客戶，所提供的
服務主要為數據處理、出版物的版面處理、呼叫中心（非語音）、建築和製造領域
的CAD設計服務等。

多年來，本集團為日本建築、通信、醫療、機械、船舶橋梁、物流、印刷等多行業
提供優質服務。報告期內，本集團繼續發揮在數據處理及工程外包方面十餘年的
經驗，不斷擴大服務目錄和客戶數量。

報告期內，本集團顯著增加大客戶數量，固有客戶業務穩步增長。同日本最大的招
聘廣告發行公司開展合作，進行招聘數據分析業務，開闢了一個新的人事業務領
域；與日本著名建材公司合作，為後臺辦公BPO業務增加了新的服務目錄，明年，
該客戶有望成為公司的優質大客戶之一。在保險領域與日本開展合作，成功實現
同當地公司共同開展業務的模式。與日本著名出版印刷公司開展合作，將來會在
出版印刷行業取得更大的進步。尋求大型投資集團合作，商談融資並購事宜，並借
助並購力量展開從BPO到KPO的全球化合作，為業務轉型打一個初步基礎。

卓越培訓中心(ETC)

報告期內，營業額為人民幣21,848千元，較去年同期增長108%，分類業績為人民
幣449千元，與去年同期相比扭虧為盈。在報告期內，ETC與各個業務綫的配合良
好，將客戶人才需求透過ETC與大專院校的實訓合作方式，為客戶提前批量培訓學
生，也為學生加快了畢業後融入社會工作的步伐，並且得到客戶和大專業院校的
認可，同時也得到了政府和相關部門的支持，所以業務量上升，同時成本費用控制
得當，實現了扭虧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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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成員企業中軟總公司計算機培訓中心迄今共培訓各類IT專業人才50余萬
人次，是國內第一家通過ISO9001認證的培訓機構，是業界知名的“中高端IT技術培
訓”品牌，同時也是是微軟授權高級技術培訓中心(CPLS)、SUN授權Java教育培訓
中心(ASEC)、IBM軟件部授權培訓中心、Prometric授權國際認證考試中心，同時承
擔著中軟國際員工內訓的職能。

隨著中軟國際在主營業務特別是軟件外包業務的迅猛發展，集團於2005年成立了中
軟國際軟件人才培養基地（人才培養基地），研發出針對大學生的准員工“五個真實
(5R)”實訓課程體系，即：真實的企業環境、真實的項目經理、真實的項目案例、
真實的工作壓力、真實的工作機會，集合中軟國際的項目經驗和管理優勢建立起
以真實的項目為教學基礎的、完全重現跨國軟件企業環境的實訓模式。

報告期內，集團ETC進行與COE緊密結合的發展戰略，切實為業務提交服務。繼中
軟國際ETC先後在北京、長沙、大連、無錫、重慶、廈門、天津、南京等地建設實
訓基地後，現與超過200多家的大專院校合作。

集團ETC不斷完善自身業務素質，報告期內獲得教育部高教司“軟件工程專業大學
生實訓實習基地”資質，學生參加ETC實習實訓所完成的學時也可算作學分，從而
促進了與院校的深入合作。ETC還榮獲與國家科技成果三項獎勵並列的國家級獎項 

─ 國家教學成果一等獎。

董事於股份之權益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董事於本公司之股份及相關股份及本公司相聯法團（定
義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中，擁
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該條所存置之登記冊內，或
根據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標準守則而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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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5港元已發行普通股（「股份」）之好倉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佔已發行
  普通股本
  總數概約
董事姓名 股份總數 百分比

陳宇紅 67,387,608 6.34%

崔輝 20,000,000 1.88%

唐振明 11,747,765 1.11%

王暉 8,767,838 0.83%

可認購股份之購股權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之 佔已發行股份 擁有權益之
董事姓名 行使價 購股權數目 總數概約百分比 相關股份數目 附註
 （港元）

陳宇紅 1.78 3,800,000 0.36% 8,800,000 (5)
 1.37 5,000,000 0.47%  (6)

崔輝 0.65 500,000 0.05% 500,000 (3)

邱達根 0.65 1,000,000 0.09% 11,000,000 (3)
 1.37 10,000,000 0.94%  (6)

唐振明 0.58 80,000 0.01% 6,180,000 (2)
 0.65 1,300,000 0.12%  (3)
 0.97 800,000 0.08%  (4)
 1.78 2,000,000 0.19%  (5)
 1.37 2,000,000 0.19%  (6)

王暉 0.65 250,000 0.02% 5,850,000 (3)
 0.97 1,000,000 0.09%  (4)
 1.78 2,000,000 0.19%  (5)
 1.37 2,600,000 0.24%  (6)

曾之杰 1.78 750,000 0.07% 750,00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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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合共250,000及1,500,000份購股權由王暉先生分別以每份0.58港元及0.65港元之行使價行使。因
此，於行使該等購股權後，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尚未行使之購股權數目減少至5,850,000

份。

(2) 該等購股權於二零零三年八月十三日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二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
（「購股權計劃」）授出，並於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七日獲接納。購股權之行使期由授出日期起
計，為期十年，惟須受下列條件所限：

行使期開始 屆滿 可行使購股權數目

13/08/2004 12/08/2013 獲授購股權總數之25%

13/08/2005 12/08/2013 獲授購股權總數之25%

13/08/2006 12/08/2013 獲授購股權總數之25%

13/08/2007 12/08/2013 獲授購股權總數之25%

(3) 該等購股權於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三日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並於二零零四年六月十日獲接
納。該等購股權之行使期由授出日期起計，為期十年，惟須受下列條件所限：

行使期開始 屆滿 可行使購股權數目

13/05/2004 12/05/2014 獲授購股權總數之25%

13/05/2005 12/05/2014 獲授購股權總數之25%

13/05/2006 12/05/2014 獲授購股權總數之25%

13/05/2007 12/05/2014 獲授購股權總數之25%

(4) 該等購股權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日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並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七日獲
接納。購股權之行使期由授出日期起計，為期十年，惟須受下列條件所限：

行使期開始 屆滿 可行使購股權數目

30/03/2006 29/03/2016 獲授購股權總數之25%

30/03/2007 29/03/2016 獲授購股權總數之25%

30/03/2008 29/03/2016 獲授購股權總數之25%

30/03/2009 29/03/2016 獲授購股權總數之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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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該等購股權於二零零七年四月十日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並於二零零七年五月八日獲接納。
購股權之行使期由授出日期起計，為期十年，惟須受下列條件所限：

行使期開始 屆滿 可行使購股權數目

10/04/2007 09/04/2017 獲授購股權總數之25%

10/04/2008 09/04/2017 獲授購股權總數之25%

10/04/2009 09/04/2017 獲授購股權總數之25%

10/04/2010 09/04/2017 獲授購股權總數之25%

(6) 該等購股權於二零零八年四月十四日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並於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二日獲接
納。購股權之行使期由授出日期起計，為期三年，惟須受下列條件所限：

行使期開始 屆滿 可行使購股權數目

14/04/2008 13/04/2011 獲授購股權總數之50%

14/04/2009 13/04/2011 獲授購股權總數之50%

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根據尚未行使之購股權計劃向本集團若干董事
及僱員授出購股權，可認購本公司合共289,853,000股股份。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行使合共11,910,500份購股權，並且根
據購股權計劃已授出合共81,787,868份購股權。

董事獲取股份之權利

除上文披露者外，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概無董事獲授出購股
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並且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概無董事擁有購入本公司
股份之任何權利。

董事買賣證券之規定標準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已採納有關買賣證券之上市規則
附錄10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
出具體查詢後，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董事已遵照董事進行有
關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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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已完全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
刊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規定。

主要股東

就董事所知，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下列人士（非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
於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載入登記冊內而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之條文而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如下：

股份之好倉

   本公司
   已發行普通
   股本總額
   之概約
名稱 權益性質 股份概約數目 百分比
  （百萬）

中國軟件與技術服務 實益權益 245.32 23.09%

 （香港）有限公司
 （「中軟總公司（香港）」）
 （附註1）

中國軟件與技術服務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245.32 23.09%

 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軟件」）（附註1）

中軟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一致行動人士 245.32 23.09%

 （「中軟（香港）」）（附註2）  之權益

遠東控股國際有限公司 實益權益 138.99 13.08%

 （「遠東控股」）（附註3）

Greater Pacific Capital Partners, 實益權益 119.27 11.23%

 LP（「GPC」）（附註4）

微軟公司（「微軟」）（附註5） 實益權益 97.25 9.15%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實益權益 93.88 8.84%

 （「IFC」）（附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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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中國軟件被視為於其持有約99.3%總投票權之附屬公司中軟總公司（香港）擁有權益之股份中
擁有權益。中軟總公司（香港）擁有權益認購之股份數目包括23,248,302股根據由中軟（香港）
及中軟總公司（香港）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八日訂立之收購協議（須履行一項條件及行使現
金選擇權）而可向其發行之股份。

2. 中軟（香港）及中軟總公司（香港）乃訂立收購本公司權益協議之訂約方，該協議包含有關限制
出售所購入權益之條款，而中軟（香港）被視為擁有中軟總公司（香港）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18條所擁有之股份權益。

3. 本公司非執行董事邱達根先生乃由遠東控股提名。邱達根先生為遠東控股之董事。

4. GPC於119,268,639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5. 本公司股本中合共194,500,000股每股面值0.05港元之系列A優先股（「系列A優先股」）已發行，
其中97,250,000股系列A優先股已於二零零六年一月六日發行予微軟。微軟於悉數轉換所持有
之系列A優先股時向其發行之97,25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6. 合共194,500,000股系列A優先股已發行，其中97,250,000股系列A優先股已於二零零六年一月
六日發行予IFC。IFC已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按結算日基準將30,000,000股系列A優先股轉
換為股份，並出售3,370,000股股份。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IFC於67,250,000股系列A優先
股（可轉換為67,250,000股股份）及26,63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7. 上述已發行普通股股本之總數不包括因悉數轉換已發行系列A優先股而可能將予發行之
164,500,000股股份。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概無其他本公司之股份或相關股
份之權益或淡倉須載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所存置之登記冊內。

作為可能股價敏感資料，IFC已出售於轉換其所持有之部份系列A優先股後所持有
30,000,000股股份中之合共14,450,000股股份，直至二零一零年八月五日營業結束止
（按結算日基準）。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五日，IFC擁有67,250,000股系列A優先股，加
上其持有的15,550,000股股份。據董事所知，IFC正考慮並就出售其於本公司之全部
股權進行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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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權益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執行董事崔輝博士擁有中國軟件已發行股本約1.15%之
權益。崔輝博士亦擔任中國軟件之董事。儘管董事認為中國軟件之主要業務現時
並無與本集團之主要業務構成直接競爭，然而本集團及中國軟件均有經營提供資
訊科技外包業務。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各董事及各管理層股東及
其各自之聯繫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概無於任何與本集團業務構成競爭或可能構
成競爭之業務擁有權益。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二日，根據上市規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之規定，
成立具有明確職權及職責範圍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核及監
管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控制系統。審核委員會之成員包括三名獨立非執
行董事，即徐澤善先生、曾之杰先生及梁永賢博士。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概無購回、出售或
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代表董事會
董事總經理
陳宇紅博士

香港，二零一零年八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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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當日，董事包括：

執行董事：
陳宇紅博士（董事總經理）
王暉先生
唐振明博士

非執行董事：
崔輝博士（主席）
邱達根先生
方軍先生
劉征先生
張亞勤博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徐澤善先生
曾之杰先生
梁永賢博士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