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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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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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概要
截至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業績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損益表概要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變化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收入 10,025,275 8,340,938 20.2%

服務性收入 9,820,494 8,258,599 18.9%

本期溢利 570,880 516,998 10.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571,554 517,724 10.4%

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分） 19.62 18.92 3.7%

•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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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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主要運營資料
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本集團業務穩健增長，收入同比增長達到20.2%，服務性收
入同比增長達到18.9%，本期溢利同比增長10.4%，本集團擁有人應佔溢利同比增
長10.4%，每股基本盈利同比增長3.7%。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上半年 上半年 變化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收入 10,025,275 8,340,938 20.2%
服務性收入 9,820,494 8,258,599 18.9%
本期溢利 570,880 516,998 10.4%
本集團擁有人應佔溢利 571,554 517,724 10.4%
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分） 19.62 18.92 3.7%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主要運營資料（未審計）如下表：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上半年 上半年 變化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收入 10,025,275 8,340,938 20.2%
服務性收入 9,820,494 8,258,599 18.9%
銷售及服務成本 (7,543,550) (6,047,180) 24.7%

毛利 2,481,725 2,293,758 8.2%
其他收入 188,917 214,194 (11.8%)
其他收益或虧損 20,911 (6,532) (420.1%)
銷售及分銷成本 (511,289) (451,136) 13.3%
其他支出 (27,473) (23,199) 18.4%
行政開支 (1,445,384) (1,381,478) 4.6%
財務費用 (51,868) (44,955) 15.4%
預期信用損失模式下的減值虧損， 
扣除撥回 (12,995) (15,096) (13.9%)
使用權益法入賬之應佔投資業績 (30,627) (8,860) 245.7%
終止確認以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 
資產損失 (1,464) (553) 164.7%

除稅前溢利 610,453 576,143 6.0%
所得稅開支 (39,573) (59,145) (33.1%)

本期溢利 570,880 516,998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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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概述
2022年，在國內疫情反覆，全球局勢風雲變幻的背景下，公司以系統的力量應對
外部變化，緊抓軟件定義未來並驅動未來機遇，不斷加強能力建設，以客戶為核
心，深入貫徹落實年度經營戰略部署，實現了中期業績持續穩定增長。公司基石
業務穩中有進，雲智能業務高速發展，智能物聯網、企業應用服務、智能汽車等
新業務取得里程碑式突破。公司連續四年蟬聯Gartner全球IT服務市場份額
TOP100，排名晉升至第80位，彰顯了中國IT服務龍頭企業的價值。

報告期內，公司以開源鴻蒙場景化創新為牽引，圍繞數字經濟發展，打造鴻蒙之
城和開源鴻蒙產業高地，成為開源鴻蒙和鴻蒙智聯生態建設的主力軍。公司積極
推動開源鴻蒙應用落地，構建自主創新智能物聯網新格局，開闢公司2C及軟硬一
體業務的第二戰場，推動開源鴻蒙生態發展，為數字經濟加速發展貢獻新動能。

報告期內，雲智能業務保持高速增長。雲智能業務縱向沿「上云、管雲、雲原生」
路徑提升轉化率，構建「平台+服務」的業務形態；橫向通過「懂雲、懂行、聚生態」
的方式，拓展行業解決方案和產業服務。公司持續提升覆蓋全生命週期的雲服務
能力，在政務、交通、製造、金融和能源等行業持續打造優質解決方案，為政企
機構提供領先的雲解決方案和雲服務。公司聯合用友、金蝶等主要合作夥伴，在
能源、製造、高科技、大健康等行業共同打造覆蓋數字化轉型全場景的產品矩陣，
全方位合力賦能客戶。報告期內，公司完成了對埃林哲、紛享銷客的戰略投資，
構築服務交付體系和工具平台，加速客戶數字化轉型，助推數字經濟發展。



4

報告期內，解放號加速打造以「平台+服務」模式的數字化全過程服務體系，並進
行了大幅的優化升級，進一步擴大深耕城市範圍，建立項目管家貼身服務模式，
護航政企客戶數字化轉型全程，加快建立政企數字化轉型彈藥庫能力和服務模式。

報告期內，公司快速推進軟件工廠標準化建設，正式上線軟件工廠裝備工具產品，
並在多領域成功交付。公司抓緊某行業頂級ICT基礎設施與智能終端服務商軍團
策略帶來的行業跨越發展戰略契機，在煤礦、港口、電力、政務等重點行業聯合
創新，形成多種行業解決方案，加速企業數字化轉型進程。

報告期內，公司金融業務穩健增長，新增內外資銀行、民營銀行、非銀行金融機
構、海外金融機構等27家客戶。公司積極參與多家國有大行、全國股份制行、城
商行、農信社以及外資行的數字人民幣建設，助力客戶在數字人民幣核心、渠道
系統、銀行前置、收單及各類數幣場景的建設。

報告期內，公司持續深耕中國移動和中國電信兩大通信運營商客戶，穩步推進主
設備商客戶、泛電子設備商客戶業務。公司為中移物聯網實現OneNET城市物聯網
平台項目規模化交付。公司運營商IT服務業務穩定增長，份額持續擴大，首次突
破中國鐵塔客戶。

報告期內，公司持續深耕互聯網行業，在騰訊、阿里、百度等大客戶業務保持領
先位勢的同時，不斷拓展字節跳動、京東、美團等知名互聯網企業客戶，深入探
索客戶業務場景，積累數字化運營服務實踐。

展望下半年，中國經濟企暖回升，數字經濟在總體經濟環境回暖的背景下將迎來
更快發展。公司將積極跟進數字化生產力投資浪潮，堅定、堅持、堅決向下扎根，
向上突破，實現自身跨越式發展，朝著「十分天下有其一」的科技型IT服務全球領
袖企業目標持續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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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自二零零三年創業板上市以來，收入和服務性收入一直保持高速增長，從
二零零三年到二零二一年，收入的年均複合增長率達到29.9%，服務性收入的年
均複合增長率達到37.6%；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收入較去年同期增長20.2%，服務性
收入較去年同期增長18.9%。具體請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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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

本集團的客戶遍佈全球，除大中華區外，還包括亞太、北美、歐洲、拉美等地區。
在中國市場，尤其是在金融、互聯網、通信、高科技等主流行業中具有較大的市
場份額。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前五大客戶的服務性收入佔本集團總服務性收入比
例為70.5%，來自前十大客戶的服務性收入佔本集團總服務性收入比例77.5%。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過去十二個月內，服務性收入大於人民幣
600萬元以上的大客戶有196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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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

報告期內，本集團之業務主要集中在大中華區，大中華區蘊藏的巨大市場潛力持
續為本集團帶來增長機遇。本集團現長期擁有騰訊、榮耀、阿里、平安、百度、
中國移動、中國電信、某全球金融機構及某行業頂級ICT基礎設施與智能終端提
供商等一批世界500強客戶，已經為全球47個國家的客戶提供信息技術服務，積累
了大量為國際客戶服務的經驗。借數字「一帶一路」東風，集團將結合與某行業頂
級ICT基礎設施與智能終端提供商的產品合作和行業合作，持續佈局海外，在現
有的中國、美國、日本、印度、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全球戰略中心的基礎上，繼
續深入合作，以雲驅動數字化轉型服務鞏固全球服務基本佈局，立志做世界的中
軟國際，建立全球IT的中國影響力。

人力資源

截止到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員工總數達到91,114人（截止到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員工總人數為83,178人），較去年同期增長9.5%。

本集團自二零零三年創業板上市以來，人員規模的增長情況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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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業績

下表是本集團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和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綜合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上半年
佔收入
的比例

佔服務性
收入的比例 上半年

佔收入
的比例

佔服務性
收入的比例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10,025,275 不適用 不適用 8,340,938 不適用 不適用
服務性收入 9,820,494 不適用 不適用 8,258,599 不適用 不適用
銷售及服務成本 (7,543,550) (75.2%) (76.8%) (6,047,180) (72.5%) (73.2%)

毛利 2,481,725 24.8% 25.3% 2,293,758 27.5% 27.8%

其他收入 188,917 1.9% 1.9% 214,194 2.6% 2.6%

其他收益或虧損 20,911 0.2% 0.2% (6,532) (0.1%) (0.1%)

銷售及分銷成本 (511,289) (5.1%) (5.2%) (451,136) (5.4%) (5.5%)

其他支出 (27,473) (0.3%) (0.3%) (23,199) (0.3%) (0.3%)

行政開支 (1,445,384) (14.4%) (14.7%) (1,381,478) (16.6%) (16.7%)

財務費用 (51,868) (0.5%) (0.5%) (44,955) (0.5%) (0.5%)

預期信用損失模式下的 

減值虧損，扣除撥回 (12,995) (0.1%) (0.1%) (15,096) (0.2%) (0.2%)

使用權益法入賬之應佔 

投資業績 (30,627) (0.3%) (0.3%) (8,860) (0.1%) (0.1%)

終止確認以攤銷成本計量的 

金融資產損失 (1,464) (0.0%) (0.0%) (553) (0.0%) (0.0%)

除稅前溢利 610,453 6.1% 6.2% 576,143 6.9% 7.0%

所得稅開支 (39,573) (0.4%) (0.4%) (59,145) (0.7%) (0.7%)

本期溢利 570,880 5.7% 5.8% 516,998 6.2% 6.3%

本集團擁有人應佔溢利 571,554 5.7% 5.8% 517,724 6.2%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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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本集團取得收入為人民幣10,025,275千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
人民幣8,340,938千元），較去年同期增長20.2%；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服務性收入
為人民幣9,820,494千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人民幣8,258,599千元），比去年同期
增長18.9%。增長的驅動主要來自核心大客戶業務穩健增長和雲智能業務的高速
增長。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各業務集團的收入佔比及增長情況如下表：

二零二二年
上半年

人民幣千元
比重

二零二一年
上半年

人民幣千元
比重 增長率

技術專業服務集團(TPG) 9,056,975 90.3% 7,374,486 88.4% 22.8%

互聯網資訊科技服務集團(IIG) 968,300 9.7% 966,452 11.6% 0.2%

合計 10,025,275 100% 8,340,938 100% 20.2%

集團收入中包含雲資源轉售業務，該業務按淨額法確認收入，二零二二年上半年
該業務採購金額為人民幣626,311千元。二零二二年上半年集團收入為人民幣
10,025,275千元，已扣減雲資源採購金額人民幣626,311千元，扣減前總金額為人
民幣10,651,586千元。

銷售及服務成本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本集團的銷售及服務成本為人民幣7,543,550千元（二零二一
年上半年：人民幣6,047,180千元），較去年同期增長24.7%。二零二二年上半年，
本集團的銷售及服務成本佔收入的比例為75.2%（二零二一年上半年：72.5%），較
去年同期上升2.7%。

毛利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本集團取得毛利約為人民幣2,481,725千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
人民幣2,293,758千元），較去年同期增長8.2%。二零二二年上半年集團毛利率約
為24.8%（二零二一年上半年：27.5%），較去年同期下降2.7%。二零二二年上半年
集團的毛利佔服務性收入的比例為25.3%（二零二一年上半年：27.8%），較去年同
期下降2.5%。毛利率下降主要是因為報告期內新冠肺炎疫情大規模重現，國內疫
情多點頻發；同時公司持續增加中高端技術人才儲備，人力成本不斷上升，導致
整體毛利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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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其他收入為人民幣188,917千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人民幣
214,194千元），較去年同期下降11.8%，主要是報告期內政府補助較上年同期減少
所致。

其他收益或虧損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其他收益為人民幣20,911千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其他虧損
人民幣6,532千元），主要是報告期內港幣兌人民幣匯率波動導致。

經營費用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銷售及分銷成本為人民幣511,289千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
人民幣451,136千元），較去年同期增長13.3%。二零二二年上半年，銷售及分銷成
本佔收入的比例為5.1%（二零二一年上半年：5.4%），較去年同期下降0.3%。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行政開支為人民幣1,445,384千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人民幣
1,381,478千元），較去年同期增長4.6%。二零二二年上半年，行政開支佔收入的
比例為14.4%（二零二一年上半年：16.6%），較去年同期下降2.2%，主要是報告期
內以股份為基礎的支付較去年同期下降所致。

財務費用和所得稅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財務費用為人民幣51,868千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人民幣
44,955千元），較去年同期增長15.4%。財務費用佔收入的比例為0.5%，與去年同
期水平持平。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終止確認以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損失為人民幣1,464千元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人民幣553千元），較去年同期增長164.7%。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所得稅為人民幣39,573千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人民幣
59,145千元），較去年同期下降33.1%。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所得稅有效稅率為6.5%，
相對於去年同期的10.3%下降了3.8%。所得稅下降主要是報告期內所得稅匯算清
繳後產生退稅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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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非現金開支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其他支出為人民幣27,473千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人民幣
23,199千元），較去年同期增長18.4%。其他支出佔收入的比例為0.3%，與去年同
期水平持平。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預期信用損失模式下的減值虧損，扣除撥回為人民幣12,995

千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人民幣15,096千元），較去年同期下降13.9%。

流動資金、財務及資本資源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本集團共有可動用現金餘額（銀行結餘及現金與已抵押存款
之和）為人民幣4,574,691千元（二零二一年：人民幣5,578,368千元）。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為人民幣8,627,805千元（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9,534,026千元）。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流動比率（即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
之比率）為2.7，較二零二一年的3.4相比略有下降。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本集團的借貸為2,612,035千元（二零二一年：人民幣1,938,291

千元）。淨借貸比率按借貸金額（借貸和可換股票據扣除可動用現金（銀行結餘及
現金與已抵押存款之和））除以總權益計算。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本集團的可動用
現金餘額高於借貸和可換股票據之和，因此導致淨借貸比率為負數。

本期溢利和每股盈利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本集團取得本期溢利為人民幣570,880千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
人民幣516,998千元），較去年同期增長10.4%，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的本期溢利佔收
入的比例為5.7%（二零二一年上半年：6.2%），較去年同期下降0.5%。二零二二年
上半年的本期溢利佔服務性收入的比例為5.8%（二零二一年上半年：6.3%），較去
年同期下降0.5%。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本集團擁有人應佔本期溢利為人民幣571,554千元（二零二一
年上半年：人民幣517,724千元），較去年同期增長10.4%。

基於本集團擁有人應佔本期溢利，計算出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的每股基本盈利約為
人民幣19.62分（二零二一年上半年：人民幣18.92分），較去年同期增長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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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收入及業績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本集團各業務集團的收入與業績的增長情況如下表：

收入 業績

二零二二年
上半年

二零二一年
上半年 增長率

二零二二年
上半年

二零二一年
上半年 增長率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技術專業服務集團
(TPG) 9,056,975 7,374,486 22.8% 570,817 632,155 (9.7%)

互聯網資訊科技服務
集團(IIG) 968,300 966,452 0.2% 117,898 118,292 (0.3%)

合計 10,025,275 8,340,938 20.2% 688,715 750,447 (8.2%)

分部收入方面，技術專業服務集團收入較去年同期增長22.8%，主要是來自騰訊、
阿里、榮耀、某全球金融機構及某行業頂級ICT基礎設施與智能終端提供商等核
心客戶業務的增長。互聯網資訊科技服務集團收入較去年同期略增0.2%，去年下
半年集團出售了子公司Catapult，剔除上述影響，該集團業務總體保持穩定增長。

分部業績方面，技術專業服務集團業績較去年同期下降9.7%，主要是因為報告期
內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業務毛利率下降所致。互聯網資訊科技服務集團業績較
去年同期微降0.3%，利潤率與去年同期水平持平。

集團相信，公司多年佈局的雲智能業務進入快速發展階段，將對集團未來業績的
持續增長和利潤率的提升持續提供動力。

集資活動
於今年及去年報告期內，本集團並沒有進行集資活動。本集團尚有未動用款項的
集資活動詳情概述如下：

於二零二一年十月四日，本公司與配售代理UBS AG香港分行訂立配售協議，以
按盡力基準促致不少於六名承配人購買最多合共162,000,000股配售股份，有關配
售價為每股配售股份12.26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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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售事項已於二零二一年十月十二日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五月十八日舉行的
股東週年大會上授予董事的一般授權發行。來自配售事項之所得款項淨額約為
1,970,000,000港元（經扣除配售事項之佣金及其他開支後），所得款項擬定及實際
用途如下：

所得款項
淨額分配

所得款項
擬定用途 所得款項實際用途

截至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所得款項淨額之
結餘 預期動用時間

（附註）

約7.88億港元 全棧雲智能產品、解決方
案的研發、以及與本公司
主業相關的投資併購

約5.69億港元用於全棧雲智
能產品、解決方案的研發、
以及與本公司主業相關的投
資併購

約2.19億港元將按 

計劃動用
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前

約7.88億港元 打造鴻蒙操作系統、
OpenHarmony軟硬件產
品、解決方案，研發原子
化服務所需的全棧式技
術，圍繞鴻蒙操作系統、
OpenHarmony產業生態進
行投資併購

約0.86億港元用於打造鴻蒙
操作系統、OpenHarmony軟
硬件產品、解決方案，研發
原子化服務所需的全棧式
技術，圍繞鴻蒙操作系統、
OpenHarmony產業生態進行
投資併購

約7.02億港元將按
計劃動用

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前

約3.94億港元 本公司之一般營運資金 約3.94億港元用於本公司一
般營運資金

－ －

附註： 全數使用未動用所得款項之預期時間表乃基於本集團對日後市場狀況及戰略發展作出之
最佳估計，可能視乎日後市場狀況之發展而有所變動及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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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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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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3 10,025,275 8,340,938
銷售及服務成本 (7,543,550) (6,047,180)

毛利 2,481,725 2,293,758
其他收入 188,917 214,194
其他收益或虧損 20,911 (6,532)
銷售及分銷成本 (511,289) (451,136)
其他支出 (27,473) (23,199)
行政開支 (1,445,384) (1,381,478)
財務費用 4 (51,868) (44,955)
預期信用損失模式下的減值虧損，扣除撥回 (12,995) (15,096)
使用權益法入賬之應佔投資業績 (30,627) (8,860)
終止確認以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損失 (1,464) (553)

除稅前溢利 610,453 576,143
所得稅開支 5 (39,573) (59,145)

本期溢利 570,880 516,998

其他全面收益

境外業務兌換產生外匯差額 1,743 3,366

本期全面收益總額 572,623 520,364

應佔本期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571,554 517,724
非控股權益 (674) (726)

570,880 516,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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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573,297 521,090
非控股權益 (674) (726)

572,623 520,364

每股盈利 7
－基本（分） 19.62 18.92

－攤薄（分） 18.70 1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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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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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3,503 1,220,085
使用權資產 584,234 627,641
無形資產 205,380 192,855
商譽 843,654 843,654
使用權益法入賬之投資 728,353 384,641
以公允價值計量之權益工具 98,513 78,513
其他應收賬款 26,323 26,565
已抵押存款 – 5,699
遞延稅項資產 3,011 3,013

3,682,971 3,382,666

流動資產
存貨 171,829 162,631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8 6,935,495 5,894,431
應收票據 45,373 42,438
合約資產 2,039,030 1,740,630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62,310 106,828
已抵押存款 28,715 16,289
銀行結餘及現金 4,545,976 5,556,380

13,828,728 13,519,627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9 1,807,811 2,251,585
收購之應付代價 19,992 –
應付票據 39,606 56
租賃負債 218,520 213,849
合約負債 359,974 410,877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12,640 10,657
應付股息 81 81
應付稅項 130,264 181,075
借貸 10 2,612,035 917,421

5,200,923 3,985,601

流動資產淨值 8,627,805 9,534,02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2,310,776 12,916,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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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2,799 13,312
收購之應付代價 – 19,992
租賃負債 202,090 235,959
借貸 10 – 1,020,870

214,889 1,290,133

12,095,887 11,626,55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1 138,701 138,703
股份溢價 6,223,404 6,293,665
庫存股份 (553,915) (588,741)
儲備 6,265,733 5,760,29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2,073,923 11,603,921
非控股權益 21,964 22,638

總權益 12,095,887 11,626,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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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庫存股份 其他儲備

按公允價值
計量且其變動
計入其他全面

收益儲備 換算儲備

權益結算並
以股份為基礎

支付儲備 一般儲備金
法定企業
擴充基金

法定盈餘
儲備金 累積溢利 總計 非控股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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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131,956 4,734,754 (605,387) (122,769) (13,834) (13,045) 148,473 15,793 26,749 257,519 4,192,879 8,753,088 23,323 8,776,411

本期溢利 – – – – – – – – – – 517,724 517,724 (726) 516,998

本期其他全面收益 – – – – – 3,366 – – – – – 3,366 – 3,366

本期全面總（開支）收益 – – – – – 3,366 – – – – 517,724 521,090 (726) 520,364

於行使股份為基礎支付時 

發行普通股 43 5,521 – – – – (1,152) – – – – 4,412 – 4,412

確認股份為基礎支付開支 – – – – – – 125,435 – – – – 125.435 – 125,435

股份獎勵歸屬 – 4,317 74,960 – – – (79,277) – – – – – – –

分配 – – – – – – – – – 508 (508) – – –

向普通股東派付利息 – (70,117) – – – – – – – – – (70,117) – (70,117)

出售一家附屬公司 – – – – – – – – – – – – (506) (506)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131,999 4,674,475 (530,427) (122,769) (13,834) (9,679) 193,479 15,793 26,749 258,027 4,710,095 9,333,908 22,091 9,355,999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138,703 6,293,665 (588,741) (122,769) (13,834) (16,027) 283,073 15,793 26,749 286,796 5,300,513 11,603,921 22,638 11,626,559

本期溢利 – – – – – – – – – – 571,554 571,554 (674) 570,880

本期其他全面收益 – – – – – 1,743 – – – – – 1,743 – 1,743

本期全面總（開支）收益 – – – – – 1,743 – – – – 571,554 573,297 (674) 572,623

於行使股份為基礎支付時 

發行普通股 1,023 143,981 – – – – (29,431) – – – – 115,573 – 115,573

確認股份為基礎支付開支 – – – – – – 68,586 – – – – 68,586 – 68,586

已購回股份 – – (148,371) – – – – – – – – (148,371) – (148,371)

註銷股份 (1,025) (124,805) 125,830 – – – – – – – – – – –

股份獎勵歸屬 – (5,290) 112,303 – – – (107,013) – – – – – – –

根據股份獎勵計劃購入股份 – – (54,936) – – – – – – – – (54,936) – (54,936)

向普通股東派發股息 – (84,147) – – – – – – – – – (84,147) – (84,147)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138,701 6,233,404 (553,915) (122,769) (13,834) (14,284) 215,215 15,793 26,749 286,796 5,872,067 12,073,923 21,964 12,095,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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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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業務所用現金淨值 (798,572) (526,769)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值 (573,157) (196,125)

融資活動產生現金淨值 302,897 553,29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淨額 (1,068,832) (169,604)

匯率變動影響 58,428 (18,354)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5,556,380 3,786,777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4,545,976 3,598,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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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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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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綜合財務報表所沿用者一致，唯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採納新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除外。

本集團於本中期已首次應用下列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對概念框架之因數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擬定用途前所得款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虧損性合約－履行合約的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

週期的年度改進

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報告準則對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構成任
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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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分類資料

客戶合約收入明細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貨品及服務之性質
提供服務
項目式開發服務 1,026,376 1,169,991

外包服務 8,659,431 7,054,728

其他 134,687 33,880

9,820,494 8,258,599

銷售軟件及硬件產品 204,781 82,339

10,025,275 8,340,938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確認收入的時間
經一段時間 9,820,494 8,258,599

於某一時間點 204,781 82,339

10,025,275 8,340,938

收入指本期間內出售貨物及提供服務而收取或應收之款項淨額。

向本公司行政總裁（即主要經營決策者），就資源分配及評核分部表現而呈報之資料，
乃按本集團經營部的客戶類別為主。

本集團的經營及可呈報分類如下：

1. 技術專業服務集團–為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電信運營商及其他大型跨國公司開發及
提供解決方案及資訊科技外包服務，包括銷售產品。

2. 互聯網資訊科技服務集團–為政府、煙草行業及其他小型公司開發及培訓業務提供解
決方案及資訊科技外包服務，包括銷售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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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以上分類之資料已呈報如下。

分部收入及業績

本集團之收入及業績按可呈報經營分類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部收入 分部業績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技術專業服務集團(TPG) 9,056,975 7,374,486 570,817 632,155

互聯網資訊科技服務集團(IIG) 968,300 966,452 117,898 118,292

10,025,275 8,340,938 688,715 750,447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分類收入於對銷分類間服務收入人民幣394,772,000

元（二零二一年：人民幣260,782,000元）後予以呈報。

分部業績與除稅前溢利之對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類業績 688,715 750,447

未分配的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26,532 6,533

借貸之利息 (15,441) (16,205)

企業開支 (20,767) (39,197)

以股份支付開支 (68,586) (125,435)

除稅前溢利 610,453 576,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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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收入（按產品及服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出售軟件及硬件產品 204,781 82,339

技術專業服務集團(TPG) 9,042,704 7,308,234

互聯網資訊科技服務集團(IIG) 777,790 950,365

9,820,494 8,258,599

10,025,275 8,340,938

4. 財務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借貸之利息 42,244 36,052

租賃負債利息 9,624 8,903

51,868 44,955

5.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稅項開支包括：
 中國企業所得稅 33,451 55,793

 其他 6,122 3,352

39,573 59,145

中國企業所得稅乃按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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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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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股息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宣佈自股份溢價賬中派發截至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0.0323元（二零二零年：港幣0.029元），
派付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一日。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宣派的末
期股息總額為港幣99,148,317元（二零二一年：港幣84,265,513元）。

本公司董事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二零二一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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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及每股攤薄盈利之盈利 571,554 517,724

股份數目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加權普通股平均數目 2,913,695,916 2,736,299,877

具潛在攤薄影響之普通股：
購股權 11,883,742 30,881,229

股份獎勵計劃 130,187,530 146,065,293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加權普通股平均數目 3,055,767,188 2,913,246,399

計算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的每股攤薄盈利時已假設
本公司所有已授出購股權獲行使之情況，因為該等購股權之行使價低於本公司股份之平均
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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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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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撥備） 6,172,147 5,256,303

 

給予供應商之墊款 516,883 406,638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賬款（扣除撥備） 272,788 258,055

6,961,818 5,920,996

為呈報目的進行分析：
非流動資產 26,323 26,565

流動資產 6,935,495 5,894,431

 

6,961,818 5,920,996

非流動資產為其他應收賬款，指租賃辦公室處所之已付可退回租賃按金。

本集團之信用期介乎30至180日。根據於報告期末之發票日期（項目式開發合同銷售貨品及
服務）及提供其他類型服務日期所呈列之貿易應收賬款（扣除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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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7,987 4,547,394

介乎91至180日 573,881 417,732

介乎181至365日 451,007 210,631

介乎一至兩年 109,272 80,546

6,172,147 5,256,303

於接納任何新客戶前，本集團評估潛在客戶之信貸質素及釐定各客戶之信貸上限。授予客
戶之信貸上限每次均予以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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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付賬款 592,357 768,297

其他應付賬款 1,215,454 1,483,288

1,807,811 2,251,585

根據於報告期末之發票日期呈列之應付貿易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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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577 428,871

介乎91至180日 144,827 133,023

介乎181至365日 130,879 100,324

介乎一至兩年 62,974 82,555

兩年以上 20,100 23,524

592,357 768,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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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確保維持足夠營運
資金清償到期債務。

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之貿易及其他應付款之公平值與相應之賬面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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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借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無抵押銀行貸款（附註(i)） 1,537,999 916,411

有抵押銀行貸款（附註(ii)） 1,074,036 1,021,880

2,612,035 1,938,291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償還之賬面值：
一年內 2,612,035 917,421

為期一年以上但不超過兩年 – 1,020,870

2,612,035 1,938,291

減：須於一年內償還、列為流動負債之金額 (2,612,035) (917,421)

列為非流動負債之金額 – 1,020,870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借款總額
按浮動利率
－分期貸款融資項下（附註(ii)） 1,074,036 1,021,880

按浮動利率－其他（附註(iii)） 350,000 330,000

按固定利率－其他（附註(iv)） 1,187,999 586,411

2,612,035 1,938,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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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下文附註(ii)所述以港元計值的貸款外，本集團之借貸乃以相關集團實體之功能貨幣列值。

附註：

(i) 由本公司及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提供擔保。

(ii) 於二零二零年，本公司分兩批從其與多家金融機構的貸款融資籌得18億港元貸款。該
等貸款為融資協議項下的全數承擔金額，並須分別於二零二一年七月、二零二二年一
月、二零二二年七月及二零二三年一月按5%、10%、15%及70%的比例分期償還。前
三期合共5.4億港元，佔貸款30%，已於二零二一年償還。合約利率為適用的香港銀行
同業拆息加年利率1.90厘，實際年利率介乎2.90厘至2.96厘。根據融資協議條款，本公
司須遵守財務契諾，以維持綜合有形資產淨值不少於人民幣38億元，以及(1)綜合未計
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與綜合財務開支的比率、(2)綜合債務淨額與綜合未計
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的比率，以及(3)現金股息與本公司可分派溢利的比率。

此外，本集團須抵押一筆金額為人民幣7,672,000元的存款，並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
日（二零二一年：人民幣5,699,000元）列為流動。除非獲融資代理事先書面准許，或用
作預付或償還任何未償還貸款，否則本集團不得自相關存款賬戶提取任何款項，前提
為(a)並無持續違約或因該提款而導致違約，及(b)存款賬戶內金額將不會降至低於融
資協議所規定之指定結餘。指定結餘指全部未償還貸款將於三個月期間應計之利息總
額。

(iii) 借貸按中國人民銀行公佈之利率收取利息。二零二二年上半年之平均年利率為3.20厘（二
零二一年：3.21厘）。

(iv) 固定利率借貸按年利率2.50厘至3.50厘（二零二一年：3.32厘至3.55厘）收取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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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本

每股面值0.05港元之普通股：
股份數目 面值

港元

法定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4,000,000,000 200,000,000

財務報表
股份數目 面值 顯示之金額

港元 人民幣千元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2,904,707,358 145,235,369 131,956

行使以股份為基礎的支付 1,000,000 50,000 43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2,905,707,358 145,285,369 131,999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3,068,907,358 153,445,369 138,703

行使以股份為基礎的支付 25,000,000 1,250,000 1,023

註銷股份 (24,300,000) (1,215,000) (1,025)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3,069,607,358 153,480,369 138,701

12. 資本承擔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訂約但未於綜合財務報表撥備之資本開支
–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 5,060 6,004

5,060 6,004

此外，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根據就其投資採用權益法及按公允價值入賬的實
體訂立的相關協議，承擔進一步注資人民幣811,016,000元（二零二一年：人民幣128,39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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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關連人士交易

於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二年有關期間，本集團與下列關連人士曾進行以下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集團提供資訊科技外包服務 36 –

本集團提供資訊科技解決方案服務 – 198

本集團提供其他服務 4,351 3,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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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僱員及其他資料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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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98,009,000元，
其中包括董事酬金約人民幣12,585,000元（二零二一年：約為人民幣7,078,528,000元，其中包
括董事酬金約人民幣24,082,000元）。僱員薪酬上升原因為僱員數目由83,178人增加至91,114人。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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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73,000元（二零二一年：人民幣23,199,000元）及人民幣220,863,000元（二零二一年：人民
幣181,94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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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董事會相信，企業管治對本公司
之成功至為重要，故本公司已採納不同措施，確保維持高標準之企業管治。本公
司已遵循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的指引，
執行其企業管治措施。

本公司主要企業管治原則及常規以及有關上述偏離的詳情在下文概述。

董事會認為，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已遵守守則，
惟下列情況除外：

(i) 董事長及首席執行官的角色應予區分，不應由同一人擔任（偏離管治守則條
文第A.2.1條）。陳宇紅博士現兼任本公司主席及首席執行官。董事會相信，
兼任兩職能讓陳博士為本集團提供有力及一致之領導，從而更有效規劃、決
定及推行本集團長遠業務策略，故此安排有利於本集團業務前景。

(ii) 董事會主席因COVID-19爆發的隔離限制而未能親身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二二
年五月十八日在香港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二零二一年股東週年大會」），因
而偏離了管治守則條文第E.1.2條。然而，其中一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已出席二
零二一年股東週年大會並擔任大會主席。

(iii) 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作為擁有同等地位的董事會成員，應出席
股東大會，對股東的意見建立公正的了解。本公司若干獨立非執行董事及非
執行董事因COVID-19爆發的隔離限制而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股東
週年大會。董事會之其他董事已出席二零二一年股東週年大會並接受提問以
確保與股東有效溝通（偏離管治守則條文第A.6.7條）。

董事會將繼續提升適合本公司業務操守及發展的企業管治常規，並不時檢討該等
常規，以確保本公司符合法定及專業標準，以及參照標準的最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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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之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就證券交易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
準守則（「標準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諮詢後，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
三十日止年度，董事已遵守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董事於股份之權益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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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標準守則而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者如下。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5港元股份（「股份」）之好倉

姓名 身份
所持已發行
普通股數目

根據購股權
所持相關
股份數目 股份總數目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佔已發行股本
總概約百分比

陳宇紅 實益擁有人、透過受控制法團持
有的利益，酌情信託的成立人
及信託的受益人

305,492,861
（附註1）

– 330,142,144 10.76%

協議之其他訂約方所持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317條須予披露之
權益

24,649,283
（附註2）

唐振明 實益擁有人及信託的受益人 19,027,765
（附註3）

– 19,027,765 0.62%

張亞勤 實益擁有人 400,000 1,000,000
（附註4）

1,400,000 0.05%

高良玉 實益擁有人 – 1,000,000
（附註4）

1,000,000 0.03%

曾之杰 實益擁有人 – 800,000
（附註4）

800,000 0.03%

賴觀榮 實益擁有人 – 800,000
（附註4）

800,000 0.03%

巫麗蘭 實益擁有人 – 800,000
（附註4）

800,000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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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根據「股份獎勵計劃」，16,600,000股獎勵股份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一日授予陳宇紅博士並由信
託受託人交通銀行信託有限公司持有，當中5,600,000股獎勵股份已於二零二一年五月歸屬，
另有5,600,000股獎勵股份於報告期內歸屬並於二零二二年七月轉讓給陳博士，其餘獎勵股
份將按未來績效考核結果分期歸屬。

(2) 根據陳宇紅博土、Dan Capital Kunlun Limited Partnership（「Kunlun」）及Dan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ed （「Dan Capital」）於二零二二年六月十六日所訂立的一致行動協議，按照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17條，陳博土被視為對Kunlun持有24,649,283股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益。
有關股權結構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二零二二年六月十六日的表格3A – 董事╱首席執行官
通知 – 在上市公司的股份中的權益。

(3) 根據「股份獎勵計劃」，7,200,000股獎勵股份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一日授予唐振明博士並由信
託受託人交通銀行信託有限公司持有，當中1,440,000股獎勵股份已於二零二一年五月歸屬，
另有1,440,000股獎勵股份於報告期內歸屬並於二零二二年七月轉讓給唐博士，其餘獎勵股
份將按未來績效考核結果分期歸屬。

(4) 本公司相關股份之權益乃指授予董事之購股權權益。

認購股份之購股權

董事姓名 行使價

於二零二二年
一月一日

尚未行使之
購股權數目

於期內
已行使之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之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佔本公司

已發行普通股
總數之百分比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擁有權益之
相關普通股

總數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佔本公司

已發行普通股
總數之百分比 附註

（港元）

張亞勤 5.65 1,000,000 – 1,000,000 0.03% 1,000,000 0.03% (i)

高良玉 5.65 1,000,000 – 1,000,000 0.03% 1,000,000 0.03% (i)

曾之杰 5.65 800,000 – 800,000 0.03% 800,000 0.03% (i)

賴觀榮 5.65 800,000 – 800,000 0.03% 800,000 0.03% (i)

巫麗蘭 5.65 800,000 – 800,000 0.03% 800,000 0.03%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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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i) 該等購股權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七日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日採納之新購股
權計劃授出，並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日獲接納。購股權之行使期由授出日期起計，為期
四年，惟須受下列條件所限：

行使期開始 屆滿 可行使購股權數目

27/08/2021 26/08/2024 獲授購股權總數之40%

27/08/2022 26/08/2024 獲授購股權總數之30%

27/08/2023 26/08/2024 獲授購股權總數之30%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就董事所知，概無本公司董事或
主要行政人員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
之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任何股份、相關股
份或相關股份中之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被視為或當作
由彼等擁有之權益就淡倉），或須戴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而存置
之登記冊內或根據證券交易標準守則所指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交易之規定標準須
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短倉。

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根據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
獲當時之股東接納通過之新購股權計劃（「新購股權計劃」）授予本集團若干董事、
僱員及供應商可認購合共63,800,000股股份之購股權尚未行使，佔本公司於二零
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已發行普通股之2.08%。於任何時間可於所有根據新購股權計
劃授出的購股權予以行使時發行的股份最高數目，不得超過本公司於購股權計劃
批准日之已發行股本的10%（「計劃授權上限」）。計劃授權上限已在本公司於二零
二二年五月十八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獲股東批准更新，於二零二二年六月
三十日，根據計劃授權上限可發行的股份總數為290,570,735股，相當於本公司於
二零二二年中報日期之已發行普通股股份總數約9.47%。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沒有購股權根據新購股權計劃獲授出，
合共25,000,000份購股權獲行使及沒有購股權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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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激勵計劃
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日採納股份獎勵計劃（「股份獎勵計劃」）。股份獎勵
計劃自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日起生效及有效為期十年。股份獎勵計劃的目的乃為
肯定若干揀選僱員（包括董事）的貢獻，並給予彼等誘因，讓彼等留任繼續為本集
團之持續營運及發展效力，並吸引合適人員推動本集團之進一步發展。股份獎勵
計劃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日之公佈。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獨立受託人已動用總代價約港元
67,000,000在公開市場收購本公司7,374,000股股份。於二零二一年同期，由於本公
司獨立受託人並無從公開市場收購本公司股份，故未支付任何代價。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167,511,000股（二零二一年同期：153,205,000股）本公
司股份由股份獎勵計劃的獨立受託人持有，佔本公司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已
發行普通股之5.46%（二零二一年同期：5.27%）。

揀選僱員

於二零二二年
一月一日
已授出

但未歸屬
報告期內授出

獎勵股份
報告期內歸屬

獎勵股份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已授出
但未歸屬

陳宇紅（董事） 11,000,000 – 5,600,000 5,400,000

唐振明（董事） 5,760,000 – 1,440,000 4,320,000

員工 113,589,000 – 22,186,000 91,403,000

130,349,000 – 29,226,000 101,123,000

備註： 由於COVID-19大流行導致郵遞延遲，期間歸屬的股份在期末後轉讓給選定的員工。

董事收購股份之權利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除上述所披露者外，概無董事獲授任何購
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董
事擁有認購本公司股份之任何權利。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規定標準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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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董事已遵照有關證券交
易之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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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就董事所知，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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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載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所存置之登記冊內而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之條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如下：

股份之好倉╱淡倉

名稱 權益性質 股份概約數目

本公司已發行
普通股股本總額
之概約百分比

Dan Capital Tangkula Limited Partnership  
（附註1）

協議之其他訂約方所持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317條須予披
露之權益

330,142,144 (L) 10.76%

UBS Group AG（附註2）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308,098,930 (L) 10.04%

Bank of Communications Trustee Limited 

（附註3）
信託 167,511,000 (L) 5.46%

BlackRock Inc. （附註4）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145,154,694 (L) 4.73%

768,000 (S) 0.03%

縮寫： 「L」為好倉
 「S」為淡倉

附註：

(1) 根據陳宇紅博土、Dan Capital Kunlun Limited Partnership（「Kunlun」）及Dan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ed （「Dan Capital」）於二零二二年六月十六日所訂立的一致行動協議，按照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17條，陳博土被視為對Kunlun持有24,649,283股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益。
有關股權結構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六月十六日的表格2 – 公司主要股東
通知。

(2) UBS Group AG被視為於其全資附屬公司持有的本公司308,098,930股好倉中擁有權益。有關
股權結構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的表格2 – 的公司主要股東
通知。

(3) 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日訂立信託契據，以委任交通銀行信託有限公司為該信託的
受託人，持有並管理信託基金及本公司之股份獎勵計劃。股份獎勵計劃之詳情已載於本報
告之「其他資料」內。

(4) BlackRock, Inc.被視為於其全資附屬公司持有的本公司145,154,694股好倉及768,000股淡倉中
擁有權益。有關股權結構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五月十九日的表格2 – 公
司主要股東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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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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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爭權益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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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所載的管治守則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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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審核委員會主席巫麗蘭教授以及審核
委員會成員曾之杰先生及賴觀榮博士。

審核委員會已遵照上市規則第3.21條及上市規則所載的管治守則的相關守則條文，
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並已討論內部監控
事宜及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審核委員會認為，有關截至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乃按適用會計準則、上市規則及法定規定編製，
並已於中期報告內作出充足披露。

購回、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於聯交所購回28,116,000股本公
司股份，該等股份隨後於本公佈日期前被本公司註銷。就購回股份支付的總金額
為175,269,980港元，全部由本公司現時可用之現金撥付。該等交易詳情如下：

購回 每股價格
月份 股份數目 最高 最低 已付總價

港元 港元 港元

二零二二年四月 18,800,000 6.54 5.72 115,240,020

二零二二年五月 8,050,000 7.00 5.71 50,689,280

二零二二年六月 1,266,000 7.30 7.20 9,160,680

28,116,000 175,269,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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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回本公司股份乃由董事根據本公司股東於上屆股東週年大會上向董事授出之授
權進行，旨在提高本集團每股資產淨值及每股盈利，藉以讓全體股東受惠。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的股份獎勵計劃受託人根據股份獎
勵計劃的規則及信託契約的條款，以總代價約67,000,000港元在公開市場收購本
公司7,374,000股股份。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
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充足公眾持股量
根據可供公眾查閱的資料及就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均維持充足的公眾持股量。

代表董事會
主席及首席執行官
陳宇紅博士

香港，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即陳宇紅博士（主席兼首席執行
官）、何寧博士（副主席）及唐掁明博士，兩名非執行董事，即張亞勤博士及高良
玉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曾之杰先生、賴觀榮博士及巫麗蘭教授。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