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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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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16）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乃為帶有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之市場。尤其在創業板上市之公司毋須有

過往溢利記錄，亦毋須預測未來溢利。此外，在創業板上市之公司可能因其新興性質及該

等公司經營業務之行業或所在國家而帶有風險。有意投資之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

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之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之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

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資深投資者。

鑒於在創業板上市之公司屬於新興性質，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主板買賣

之證券承受較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

創業板發布資料之主要方法為透過聯交所操作之互聯網網頁上刊登。上市公司毋須在憲報

指定之報章刊登付款公佈披露資料。因此，有意投資之人士應注意彼等能閱覽創業板網頁，

以取得創業板上市發行人之最新資料。

聯交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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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軟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各董事願就本公佈共同及個別對此承擔全部責任，本公佈乃

根據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而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本公司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

詢後確認，就彼等深知及確信： (1) 本公佈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無

誤導成份； (2) 本公佈並無遺漏其他事實，致使其任何聲明產生誤導；及 (3) 本公佈所表

達之一切意見乃經過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作出，並以公平及合理之基準及假設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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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創造毛利及溢利淨額分別約人民幣60,723,000元

及人民幣24,509,000元（二零零五年：人民幣47,262,000元及人民幣18,202,000元），即較

二零零五年同期分別增加約 28.5%及 34.7%。

‧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實現毛利率及純利率分別約 45.4%及 18.3%（二零

零五年：分別約28.9%及11.1%），即較二零零五年同期分別增加約16.5%及7.2%。毛利

率之增長顯示本集團成功將其業務由較低毛利率業務（硬件業務）轉型至較高毛利率

業務（軟件開發、資訊科技外包及BPO）。

‧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實現營業額約人民幣133,789,000元（二零零五年：

人民幣163,546,000元），即較二零零五年同期減少約18.2%，與本集團業務轉型，專注

於軟件開發、資訊科技外包及BPO並減少硬件業務一致。

‧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之每股基本盈利及每股攤薄盈利分別

約為人民幣 0.0334元（二零零五年：人民幣0.0261元）及人民幣 0.0245元（二零零五年：

人民幣 0.0251元）。

‧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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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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別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2 70,721 74,471 133,789 163,546

銷售成本 (37,790) (48,906) (73,066) (116,284)

毛利 32,931 25,565 60,723 47,262

其他營運收入 2,488 255 3,966 255

分銷成本 (7,424) (7,615) (11,816) (10,947)

行政開支 (11,224) (6,950) (23,034) (16,315)

攤銷無形資產 11 (926) (636) (1,853) (1,274)

經營溢利 15,845 10,619 27,986 18,981

財務費用 (2) (143) (3) (26)

佔聯營公司業績 959 199 1,273 564

除稅前溢利 16,802 10,675 29,256 19,519

稅項 3 (2,792) (518) (4,747) (1,317)

年內溢利 14,010 10,157 24,509 18,202

溢利分佈：

母公司股權持有人 14,132 10,157 24,524 18,202

少數股東權益 (122) － (15) －

14,010 10,157 24,509 18,202

股息 4 18,859 7,394 18,859 7,394

每股盈利

－基本（仙） 5 1.94 1.46 3.34 2.61

－攤薄（仙） 5 1.39 1.42 2.45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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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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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59 23,288
無形資產 22,372 18,003
商譽 6 154,410 79,168
其他投資 361 －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5,086 8,303
預付租金 － 216

211,388 128,978

流動資產
存貨 34,602 22,67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7 220,944 182,113
應收一間關連公司款項 32 1,815
貸款予關連公司 － 1,450
有抵押存款 872 1,653
銀行結存及現金 134,402 100,086

390,852 309,787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8 118,545 98,270
應付票據 16,143 26,781
欠一名股東款項 26 9
應付一名股東股息 76 －
應付稅項 5,227 2,846

140,017 127,906

流動資產淨值 250,835 181,881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62,223 310,859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2,578 1,824

資產淨值 459,645 309,035

資本及儲備
股本 9 48,931 38,816
儲備 407,206 256,187

母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股權 456,137 295,003
少數股東權益 3,508 14,032

總股權 459,645 309,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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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權益變動綜合報表

母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普通股份 可贖回可換 優先股份 企業擴充 法定盈餘 少數股東

普通股本 溢價 可發行股份 股優先股本 溢價 換算儲備 購股權儲備 一般儲備金 法定基金 儲備金 法定公益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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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 36,968 85,185 － － － 90 3,492 1,250 589 － － 71,932 199,506 － 199,506

年內溢利 － － － － － － － － － － － 18,202 18,202 － 18,202

新發行股份 1,848 35,487 － － － － － － － － － － 37,335 － 37,335

收購附屬公司可發行股份 － － 24,420 － － － － － － － － － 24,420 － 24,420

收購附屬公司 － － － － － － － － － － － － － 10,692 10,692

二零零五年已付股息 － － － － － － － － － － － (7,394) (7,394) － (7,394)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 38,816 120,672 24,420 － － 90 3,492 1,250 589 － － 82,740 272,069 10,692 282,761

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 38,816 120,672 24,420 － － (2,047) 7,098 1,573 728 63 32 103,648 295,003 14,032 309,035

㶅兌調整 (1,099) (3,415) (235) － － － － － － － － (4,749) － (4,749)

新發行可贖回可換股優先股份 － － － 10,017 150,251 － － － － － － － 160,268 － 160,268

新發行普通股份 1,197 22,988 (24,185) － － － － － － － － － － － －

發行股份所產生之開支 － － － － (1,941) － － － － － － － (1,941) － (1,941)

確認股本結算之

基於股份之付款 － － － － － － 1,891 － － － － － 1,891 － 1,891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之

額外權益 － － － － － － － － － － － － － (12,856) (12,856)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 － － － － － － － － － － － － － 2,332 2,332

二零零五年已付股息 － － － － － － － － － － － (18,859) (18,859) － (18,859)

期內溢利 － － － － － － － － － － － 24,524 24,524 － 24,524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38,914 140,245 － 10,017 148,310 (2,047) 8,989 1,573 728 63 32 109,313 456,137 3,508 459,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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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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業務現金流量 (35,570) (32,094)

投資活動現金流量 (91,112) (8,145)

融資活動現金流量 160,998 (7,444)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增加（減少）淨額 34,316 (47,683)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00,086 74,029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34,402 26,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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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呈報基準

本集團之財務報表乃根據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第 18章所適用之披露規定，以及

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

製。

2. 營業額

除相當於年內已完成工程價值（包括尚未開發票之金額）之提供解決方案服務及資訊科

技外包服務之營業額外，營業額乃指經扣除增值稅及其他銷售稅與退貨後列賬，相當

於給予客戶之發票金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解決方案 40,122 62,385 74,470 136,145

資訊科技外包 23,111 8,165 47,016 22,463

資訊科技諮詢及培訓服務 2,814 2,915 5,404 3,436

獨立銷售軟件產品 4,674 1,006 6,899 1,502

70,721 74,471 133,789 163,546

3. 稅項

根據由北京市海淀區國家稅務局於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頒佈之批文，本集團一

間主要經營附屬公司北京中軟國際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北京中軟」），已獲指定為高新

技術企業，並由二零零零年起於首個獲利年度起計三年獲豁免繳納所得稅及其後三年

獲寬減 50%稅項。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北京中軟須按稅率7.5%繳納所得稅，而其

後則以稅率 15%按其應課稅溢利繳稅。

根據廣州市科學技術局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發出之批文，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

中軟國際（廣州）信息技術有限公司（「中軟廣州」）獲指定為高新技術企業，其所得稅稅

率由 33%減至 15%。此外，根據廣州市國家稅務局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二日發出之另一項

批文，中軟廣州自二零零三年起，於首個獲利年度獲兩年豁免繳納所得稅，其後三年

則獲減免 50%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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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北京市科學技術委員會（「北京市科委」）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二十五日發出之批文，

本公司之附屬公司北京中軟資源信息科技服務有限公司（「中軟資源北京」）已被指定為

一間高新技術企業，而其所得稅率乃由 33%減至 15%。此外，中軟資源北京有權由二零

零四年開始，從首個獲利年度起三年獲豁免繳交所得稅，其後三年則免繳50%所得稅。

根據深圳南山區 State Bureau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一日發出之批文，本公司之附屬公司深

圳市中軟資源技術服務有限公司（「中軟資源深圳」）已被指定為一間新成立之軟件企業。

因此，中軟資源深圳有權由二零零四年開始，從首個獲利年度起兩年獲豁免繳交所得

稅，其後三年則免繳 50%所得稅。

由於本集團於有關期間並無香港產生之應課稅溢利，故於有關期間並無就香港利得稅

作出撥備。

於有關期間及各結算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未撥備遞延稅項。

4. 股息

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日，本公司向股東宣派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末期股息 18,309,311 港元（相等於人民幣 18,858,590元）。該款項已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二

十五日支付予股東。

5.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是按純利分別約人民幣

14,010,000元及約人民幣24,509,000元（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純

利約人民幣10,157,000元及人民幣18,202,000元）除以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之加權平均已發行股份數目 732,372,453股（二零零五年： 697,500,000股）及截至二零零六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加權平均已發行股份數目755,620,755股（二零零五年：697,500,000

股）計算，猶如日期為二零零三年六月十日之本公司售股章程（「售股章程」）附錄六所述

本公司股份拆細一事已於有關期間開始時已經完成。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乃按截至二零零六年六

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純利人民幣 14,010,000元及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純利人民幣 24,509,000元除以用作計算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

每股攤薄盈利加權平均數1,009,710,852股股份（二零零五年：713,435,000股股份）及999,751,728

股股份（二零零五年： 726,610,000股股份）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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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商譽

商譽主要產生自於期內收購一間附屬公司北京中軟資源信息科技服務有限公司餘下49%

之權益，以及一間附屬公司中軟賽博資源軟件技術（天津）有限公司 50%之額外權益。

7.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項 166,298 142,593

墊款予供應商 9,352 2,362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45,294 37,158

220,944 182,113

本集團之信貸期由 30日至 90日不等。

貿易應收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 90日 46,858 83,047

91－ 180日 37,150 12,740

181－ 365日 63,288 24,503

365日以上 19,002 22,303

166,298 142,593

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之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之公平值與相應之賬面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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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付款項 56,781 80,438

從客戶收取之按金 814 906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60,950 16,926

118,545 98,270

貿易應付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90日 12,172 28,978

91－180日 1,704 11,167

181－365日 17,127 15,931

365日以上 25,778 24,362

56,781 80,438

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之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之公平值與相應之賬面值相若。



– 11 –

9. 股本

普通股 可贖回可換股優先股

可贖回可換股

股份數目 每股面值 普通股本 股份數目 每股面值 優先股本 總計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法定股本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

及於二零零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1,500,000,000 0.05 75,000,000 － － － 75,000,000

增設可贖回可換股優先股 － － － 625,000,000 0.05 31,250,000 31,250,000

於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1,500,000,000 0.05 75,000,000 625,000,000 0.05 31,250,000 106,250,000

已發行股本

於二零零五年

一月一日 697,500,000 0.05 34,875,000 － － － 34,875,000

發行普通股 34,872,453 0.05 1,743,623 － － － 1,743,623

於二零零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732,372,453 0.05 36,618,623 － － － 36,618,623

發行可贖回可換股優先股 － － － 194,500,000 0.05 9,725,000 9,725,000

發行普通股 23,248,302 0.05 1,162,415 － － － 1,162,415

於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755,620,755 0.05 37,781,038 194,500,000 0.05 9,725,000 47,506,03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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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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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有關連人士之交易

(i) 於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六年有關期間，本集團與下列有關連人士曾進行以下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計算機軟件與技術服務

總公司（「中軟總公司」）

（附註a）

－租金開支（附註b） 1,072 695 2,144 1,389

微軟公司（「微軟」）（附註c）

－提供資訊科技外包服務 14,066 － 21,464 －

附註：

(a) 中軟總公司一名董事亦為北京中軟董事。

(b) 有關交易乃按有關協議之條款進行。

(c) 微軟擁有根據與本公司訂立日期為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六日之認購協議而同意

認購之97,250,000股系列A優先股，並在滿足該認購協議所載之先決條件後，轉換

該些股份後可予發行之 97,250,000股股份之權益。

(ii) 根據中軟總公司與北京中軟於二零零二年五月十日訂立之協議（「該協議」），中軟總公

司已以無償方式向北京中軟授予獨家權利，在中國使用該協議所界定之商標，使用期

限須待有關商標於中國商標局註冊後作實。根據該協議，中軟總公司已同意訂立另一

項商標許可權協議；據此，中軟總公司將授出獨家許可權予北京中軟，為期二十五年。

(iii) 根據中軟總公司與北京中軟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日訂立之商標許可權協議（「許可權

協議」），中軟總公司以無償方式向北京中軟授予非獨家權利，於中國使用許可權協

議內界定之商標，為期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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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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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分類資料

(A) 業務分類

就管理目的而言，本集團現時分成四個經營部門，即解決方案、資訊科技外包、資訊

科技諮詢及培訓服務及銷售可獨立銷售軟件產品。該等部門乃本集團㶅報基本分類資

料之基準。

(i)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該等業務之分類資料呈列如下：

收益表

資訊科技

資訊科技 諮詢及 可獨立銷售

解決方案 外包 培訓服務 軟件產品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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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 74,470 47,016 5,404 6,899 133,789

分類業績 42,305 13,107 3,035 2,276 60,723

未分配公司收入 3,966

未分配公司支出 (36,703)

財務費用 (3)

佔聯營公司業績 1,273

除稅前溢利 29,256

稅項 (4,747)

除少數股東權益前純利 24,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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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該等業務之分類資料呈列如下：

收益表

資訊科技

資訊科技 諮詢及 可獨立銷售

解決方案 外包 培訓服務 軟件產品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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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 136,145 22,463 3,436 1,502 163,546

分類業績 42,623 2,143 1,852 644 47,262

未分配公司收入 255

未分配公司支出 (28,536)

財務費用 (26)

佔聯營公司業績 (564)

除稅前溢利 19,519

稅項 (1,317)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純利 18,202

由於所有資產及負債由該等業務分類分佔，且不可獨立分配，故此並無呈列本

集團資產、負債、資本貢獻、折舊及其他非現金開支之業務分類資料。

(B) 地域分類

由於本集團之業務僅於中國經營以及本集團之資產大部份位於中國，故此並無呈列本

集團之地域分類資料。

13. 僱員及其他資料

截至二零零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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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10,000元，

其中包括董事酬金約人民幣984,000元（二零零五年：約為人民幣17,400,000元，其中包括

董事酬金約人民幣668,800元）。僱員薪酬上升原因為僱員數目由493人增加至1,676人及於

有關期間對個別員工發放之獎金增加所致。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之折舊及攤銷開支（包括攤銷無形資

產人民幣1,853,000元（二零零五年：人民幣1,274,000元）為人民幣5,898,000元（二零零五年：

人民幣 2,53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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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二零零五年：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業績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錄得未經審核營業額約為人民幣 133,789,000

元（二零零五年：人民幣 163,546,000元），較去年同期下降約 18.2%。營業額之下降為本集團

業務轉型，並專注於軟件開發、資訊科技外包及BPO並減少硬件業務所致。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錄得股東應佔未經審核溢利淨額約人民幣24,509,000

元（二零零五年：人民幣18,202,000元），較去年同期增加34.7%。毛利率約為45.4%（二零零五

年： 28.9%）。每股基本盈利約為人民幣 0.0334元（二零零五年：人民幣 0.0261元），每股攤薄

盈利約為人民幣 0.0245元（二零零五年：人民幣 0.0251元）。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毛利率及純利率分別約為45.4%及18.3%（二

零零五年年度：分別約28.9%及11.1%），即較二零零五年同期分別增加約16.5%及7.2%。毛利

率及純利率錄得如此明顯上升，為本集團業務轉型，專注於軟件開發及一系列資訊科技服

務供應商所致。

由於軟件開發的銷售費用比例較高並加上高毛利率，分銷成本佔營業額的比例為 8.8%，相

對於去年同期之 6.7%上升 2.1%；行政開支佔營業額的比例為 17.2%，相對於去年同期之 10%

上升 7.2%。隨著本集團經營規模的增加，技術支援員工及攤銷及折舊上升導致行政開支上

升實屬合理。

財務資源與流動資金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股東權益約為人民幣459,645,000元。流動資產約為人民

幣390,852,000元，其中現金及銀行存款約為人民幣134,402,000元。除為數人民幣2,578,000元之

遞延稅項負債外，本集團並無任何非流動負債，而流動負債約為人民幣140,017,000元，主要

為貿易應付賬款、應付賬單及應計費用。本集團之每股資產淨值為人民幣 0.61元。本集團

以銀行借貸及長期借貸除以股本計算之百分比為槓桿比率。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

集團之槓桿比率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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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增加，主要

由於截至二零零六年之中期末本集團之解決方案服務銷售大幅上升，特別是煙草行業解決

方案及金審工程解決方案。本集團設定嚴格信貸政策以盡力減低信用風險，有關措施包括

信貸控制、與客戶磋商及討論、發出催繳通知。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本集團之銷售及採購大多採用人民幣結算，董

事會認為所面對之潛在外匯風險有限。

業務回顧

報告期內純利較去年同期上升 34.7%

開始《煙草行業捲煙生產經營決策系統》一、二期維護

承攬行業數據應用與經濟運行分析平台項目

受委托開發《煙草行業捲煙生產經營決策系統》三期

承接《煙草行業捲煙生產經營決策系統》統計並軌模塊開發

展開四川省審計廳全省「金審工程」一期部署

「金審工程」一期推廣到湖南省、上海市長寧區、虹口區審計署

承攬國家審計署AO2005版軟件分析能力擴充開發

承接青島市審計署《社會保險聯網審計軟件》

成功全面收購創智國際

成功收購正辰科技微軟外包業務

成功收購賽博資源 50%股權

成立美國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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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報告期內純利較去年同期上升 34.7%

報告期內截至 6月 30日止的 6個月毛利為人民幣 60,723,000，毛利率為 45.4%，較去年同期

相比分別大升 28.5%及 16.5%。純利為人民幣 24,509,000，純利率為 18.3%，較去年同期升

34.7%及 7.2%。

截至 6月 30日止的三個月毛利為人民幣 32,931,000，毛利率為 46.6%，較上季度增長 28.8%

及 12.3%；純利為 14,010,000，純利率為 19.8%，較上季度上升 37.9%及 6.2%。

如此佳績的獲得主要得益於集團不再從事硬件集成業務，而只從事軟件外包和 IT服務業

務，此兩項業務為利潤較高的行業。同時集團所收購的外包業務的收入也已完全並入

集團的財務報表一並計算。另外集團加強自身內部成本控制，成本結構趨向合理。目

前集團的業務依然主要來自於原有客戶的持續收入。煙草及金審仍然是集團的冠軍行

業；集團於主要戰略客戶Microsoft處所獲得的份額也在不斷擴大，就目前來看，集團未

有戰略客戶的流失，並且於該等客戶的營業額在不斷擴大。

集團於專業人才方面，不斷積極通過自身培訓及吸納，已達至 1,676名員工，較去年同

期 493名相比大增 1,183名。人員的增加主要是來自於外包業務量的增加，同時集團所能

提供的服務也已覆蓋高中低端市場的需求。並且人員的增加也說明集團的規模在不斷

擴大。

2、於煙草行業

(1) 開始《煙草行業捲煙生產經營決策系統》一、二期維護

緊跟集團為煙草行業所開發的《煙草行業捲煙生產經營決策系統》一、二期工程全面

實施完成，集團於報告期內開始為煙草行業提供該兩期工程的維護服務和技術支持。

並且此等服務將采取收費的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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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承攬煙草行業數據應用與經濟運行分析平台項目

隨著國家煙草專賣局國家局《煙草行業捲煙生產經營決策系統》的實施與應用，煙草

行業各生產經營及管理構成的龐大數據采集網絡實現了捲煙生產經營各環節數據采

集、加工，最終形成行業數據中心。為拓展對該等數據的分析及應用，集團已為其

規劃了《行業數據應用與經濟運行分析平台》。該平台包括：

‧ 經濟運行分析：實現對行業運行生產、經營諸環節、要素的全方位的、全集性

的綜合分析；

‧ 預警預測：準確把握煙草經濟周期性運行發展規律和煙草消費市場的動態變化；

‧ 行業互動：主要包括定制磋商、要素共享、結果互證。行業互動的主要目標是

建立全行業統一的經濟運行分析模式和分析體系，規範分析主題和分析指標、

規範分析方法和分析手段、規範互動管理辦法。

‧ 經濟運行監控：實現對行業運行生產、經營關鍵環節、關鍵要素的運行監控，

包括生產計劃安排、銷量與庫存走勢、價格波動等；

‧ 考核評測：實現對各省局及工業公司經濟運行態勢的考核與評測；

‧ 品牌分析：實現對品牌評價的綜合分析。

(3) 受委托開發《煙草行業捲煙生產經營決策系統》三期

報告期內，集團啟動「煙草行業經營決策管理系統」三期工程，即「國家局決策管理

系統打碼到條及訂單采集項目」。該期工程主要是建立在一、二工程的基礎上，為

國家煙草專賣局提供更為準確和實時的數據。其數據采集由件箱級（每件箱產生一

個條碼，1件箱=1萬支煙=50條煙）上升到條級（1條=200支煙），其數據量將膨脹50倍，

達到 90億個。集團預計此項目的規模將可和一、二期工程的總體規模相比。計劃向

350個商業公司、 318倉庫、 27個省商業公司展開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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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承接《煙草行業捲煙生產經營決策系統》統計並軌模塊開發

由於《煙草行業捲煙生產經營決策系統》已建成一個基於行業信息網絡基礎的煙草行

業捲煙生產經營決策管理系統，全面、及時、準確掌握行業捲煙生產經營環節的捲

煙牌號、規格、產量、購方、銷方、庫存、出廠和批零價等基礎數據，同時信息的

采集由被動變為主動，實現信息自動采集、按日上報，保證基礎信息的及時性和準

確性；減少數據上報的環節，避免信息之間的重複和交叉。

以及相關數據多個來源導致數據不準確等問題，必須將決策系統的工商數據采集的

相關功能滿足現有統計軟件的所有指標體系和功能要求。因此國家煙草專賣局決定

委托集團為其增加統計並軌模塊，該模塊將包括：

‧ 增加數據催報、數據重報與補報的采集流程控制；

‧ 報表發布時的審核功能。

3、於審計行業

(1) 展開四川省審計廳全省「金審工程」一期部署

集團於報告期內與四川省審計廳簽訂協議，為其在全省部署、實施《審計管理系統》。

此協議將涉及四川省審計廳、 21個市州及 100個區縣。

(2)「金審工程」一期推廣到湖南省、上海市長寧區、虹口區審計署

報告期內集團繼續向各地審計行業推廣現場審計實施系統和現場審計管理系統。

(3) 承攬國家審計署AO2005版軟件分析能力擴充開發

集團接收國家審計署委托為其升級原由集團開發的現場審計實施系統，增加其功能，

並新增應用模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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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承接青島市審計署《社會保險聯網審計軟件》

社會保險聯網審計是金審工程二期的主要任務。同時社會保險聯網審計條件已經成

熟，國家「金保工程」的推進較快，全國400個中心城市有80個已經使用了「金保工程」

的網絡平台。統一的信息管理平台也為社會保險聯網審計的開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所謂聯網審計是指審計師依托計算機網絡進行審計活動，是指計算機審計方式在非

現場審計中的應用。聯網審計具有高效、跨地域、實時的特點。

集團受青島市審計署委托開發的《社會保險聯網審計軟件》是：針對社會保險中的失

業保險（以下簡稱失業保險）、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以下簡稱醫療保險）、企業

職工基本養老保險（以下簡稱養老保險）的征繳業務系統、支出業務系統、財務系統

及管理等內容進行聯網審計。

建立社會保險聯網審計的運行模式，建立社會保險數據向審計局的傳輸通道，建立

審計數據處理、存儲系統，實現社會保險聯網審計數據自動采集、數據轉換、清洗，

建立社保期聯網審計的中間表、建立社會保險審計的審計方法、審計工具、審計預

警指標、方案，進行審計文書的生成和傳輸，實現法律、法規的引入、查詢等工作。

4、收購兼併及成立

(1) 成功全面收購創智國際

集團與湖南創智信息系統有限公司（下稱「創智」）簽訂協議，收購創智旗下創智國

際軟件有限公司（下稱「創智國際」）及株式會社Powerise（下稱「創智日本」）所有的業

務。1998年6月，創智創智國際的主要業務來源於NEC、Microsoft、Ozburn-Hessey Logistics、

NYU、歐盟等客戶，提供包括設計 /編碼 /測試 /文檔及服務、數據錄入、 IT咨詢、人

員培訓、技術人才派遣等服務。擁有上百名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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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創智國際的業務可以擴大於微軟業務的優勢及快速進入日本市場。創智國際於

微軟業務方面擁有多名於企業資源計劃系統具有豐富經驗的員工，同時還擁有 100

多名於日本市場有經驗的員工。雖然中軟國際於歐美外包市場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但日本市場的進入無疑是對中軟國際整個外包結構極大的補充，也標志著中軟國際

開始進軍日本市場。

同時，集團借收購後的團隊成立了中軟國際（湖南）信息技術有限公司。

(2) 成功收購正辰科技微軟外包業務

集團與北京正辰科技發展有限責任公司（下稱「正辰科技」）簽訂業務收購合同，收

購其業務中關於微軟外包的部分。

正辰科技為一家從事 IT服務之公司，其在外包領域能提供本地化、QA測試、軟件定

制開發、移動平台開發、嵌入式軟件開發等服務。本次中軟國際所收購之業務為來

源於微軟，目前主要為MED（Mobile and Embedded Division）業務，正辰科技於此方

面擁有約 70餘人的專業團隊，此團隊也將在此次收購項下。

作為集團主要戰略客戶之一的微軟外包業務一直是集團發展的重要目標，通過收購

創智科技和正辰科技，集團迅速於微軟業務中擴大市場份額。

(3) 成功收購賽博資源 50%股權

賽博資源的客戶包括 IBM、MOTORALA、PANASONIC、EPSON、HP都是集團計劃發

展的戰略客戶。同時賽博資源業務多年以來一直穩定成長，利潤率在業內保持較高

水平，其截至2005年12月31日止的淨利潤與集團同期相比較，為集團淨利潤的17.78%。

為進一步發揮賽博資源公司的潛質，統籌規劃發展集團針對戰略客戶的外包業務，

也為了能給集團帶來當期利潤，集團決定通過收購增持賽博資源至 76%股權並於二

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訂立協議額外收購賽博資源 50%股權。並且是項收購對公司發

展外包業務具有戰略意義，能夠帶來穩定和長期的良好回報。同時通過此次收購集

團已擁有股東會絕對多數的通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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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成立美國附屬公司

集團於美國成立一間附屬公司，名為Chinasoft International Inc (USA)，分公司分別設

於加州矽谷、華盛頓州及新澤西州。  成立典禮及分公司開業儀式已於微軟－中軟

國際的戰略合作夥伴－位於華盛頓Redmond的研究中心舉行。逾包括微軟在內的約

50名客戶到會祝賀。

Chinasoft International USA的成立，充分展示中軟國際對微軟和所有全球戰略合作

夥伴和客戶的承擔，更有助消除集團與美國客戶之間的距離。也是集團積極加強全

球性的戰略，及為客戶提供世界級的軟件服務和 IT解決方案邁出的重要的一步。

展望

‧ 不斷擴大於冠軍行業的領先優勢

(1) 隨著煙草行業經營決策管理系統」三期工程的啟動，集團計劃未來將向全國推廣該

項目。預計將會涉及共 695個商業公司、倉庫和省商業公司。

對於地方煙草行業市場，集團於西藏、安徽等省、市自治區展開一系列市場動作，

推廣公司的服務。同時，集團也會與煙草行業積極磋商，組建合資公司。

(2) 在繼續向全國推廣  「金審工程」一期工程的基礎上，積極拓展聯網審計項目，為金

審工程二期的推廣奠定基礎。

‧ 於外包領域

集團將繼續著眼於Microsoft業務，借收購創智國際、正辰科技之機擴大於微軟業務，贏

得更多訂單。同時進一步擴展歐美電信業務市場。穩固由創智國際帶來NEC等對日外包

市場，並借助收購不斷開拓該市場。並且基於於行業內的不斷積累，集團已擁有大量

人才，所能提供的服務也正從低端走向高端，所以集團未來將更多的關注高端市場，

以便能獲得更高的回報。

‧ 於兼併收購方面

集團除計劃會繼續收購外包企業，擴大市場份額外。也借助收購吸收集團冠軍行業中

優質公司，加強集團能力。同時，於集團欲開拓之新行業中尋求有優勢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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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股份之權益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以下董事於本公司之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香

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而須載入登記冊內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5.46條所述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交易之標準規定而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如下：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 0.05港元股份（「股份」）之好倉

佔本公司

已發行普通

股本總數

董事姓名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陳宇紅 22,967,472 3.04%

崔輝 20,000,000 2.65%

王暉 7,017,838 0.93%

唐振明 10,207,765 1.35%

認購股份之購股權

於二零零六年 佔本公司已

三月三十一日 發行普通 擁有權益之

尚未行使之 股本總數 相關股份

董事姓名 行使價  購股權數目 百分比 數目 附註

（港元）

陳宇紅 0.58 1,200,000 0.16% 7,400,000 (1)

0.65 5,000,000 0.66% (2)

0.97 1,200,000 0.16% (3)

崔輝 0.65 500,000 0.07% 500,000 (2)

邱達根 0.65 1,000,000 0.13% 1,000,000 (2)

王暉 0.58 1,000,000 0.13% 5,500,000 (1)

0.65 3,500,000 0.48% (2)

0.97 1,000,000 0.13% (3)

唐振明 0.58 320,000 0.04% 3,720,000 (1)

0.65 2,600,000 0.34% (2)

0.97 800,000 0.1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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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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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採納之購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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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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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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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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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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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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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股份、債券或相關股份中之任何權益或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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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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淡倉），或須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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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5.46條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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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權益或短倉。

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根據購股權計劃向本集團若干董事及僱員授出，可按列

於上文「董事於股份之權益」一節附註 (1)、 (2)及 (3)內之條款認購本公司股本中合共78,210,000

股之購股權尚未行使。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購股權根據該購股權計

劃獲授予、行使或失效。

董事獲取股份之權利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董事概無獲授出購股權以

認購本公司股份，及於二零零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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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採納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有關

條款不遜於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條至 5.67條所載之買賣規定標準。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

查詢後，董事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遵照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買賣規定

標準及操守準則。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完全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刊載

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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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就董事所知，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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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好倉

本公司已

發行普通

股份 股本總額之

名稱 權益性質 概約數目  概約百分比

（百萬）

中國軟件與技術服務（香港）有限公司 實益權益 199.01 26.34%

（「CS&S (HK)」）（附註 1）

中國軟件與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受控制公司 199.01 26.34%

（「中國軟件」）（附註 1） 　之權益

中軟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一致行動人士 199.01 26.34%

（「Chinasoft (HK)」）（附註 2） 　之權益

遠東科技國際有限公司 實益權益 170.09 22.51%

（「遠東科技」）（附註 3）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實益權益 97.25 12.87%

（「IFC」）（附註 4）

微軟公司（「微軟」）（附註 4） 實益權益 97.25 12.87%

Authorative Industries Limited 實益權益 57.49 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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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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S (HK)擁有權益之股份中擁

有權益。CS&S (HK)擁有權益認購之股份數目包括 23,248,302股根據由Chinasoft (HK)及

CS&S (H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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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soft (HK)及CS&S (H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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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oft (HK) 被視為擁有CS&S (H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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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提名。邱達根先生為遠東科技之董事。

4. IFC及微軟各自於97,250,000股股份擁有權益，該等股份可從轉換各自於二零零六年一月

六日獲配發及發行本公司股本中 97,250,000股每股面值 0.05港元之系列A優先股（「系列A

優先股」）時發行。 IFC及微軟各自持有已發行總共 194,500,000股系列A優先股之 50%擁有

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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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當時之執行董事崔輝博士擁有中國軟件已發行股本約1.34%之權

益。崔輝博士亦擔任中國軟件之董事。此外，唐敏女士（非執行董事）自二零零零年八月起

獲中國軟件委任為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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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經營提供資訊科技外包業務。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各董事及各管理層股東及其各自之

聯繫人士（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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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28條至 5.33條所載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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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寧先生及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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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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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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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董事會命

董事總經理

陳宇紅博士

二零零六年八月二日，中國北京

於本公佈當日，董事包括：

執行董事：

陳宇紅博士（董事總經理）

唐振明博士

王暉先生

非執行董事：

唐敏女士（主席）

崔輝博士

邱達根先生

陳永正先生

劉征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何寧先生

曾之杰先生

梁永賢博士

本公佈將於其刊登日期起計最少一連七天於創業板網頁「最新公司公佈」一欄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