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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 DATA GROUP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229）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中期業績公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的特色

GEM的定位，乃為中小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此等公司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
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
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

由於GEM上市公司普遍為中小型公司，在GEM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的證券
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GEM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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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賴該等
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的資料乃遵照聯交所的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
有關Future Data Group Limited（「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的董事（「董事」）願就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
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
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令致本公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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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收益為232.8百萬港元，較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增加約29.4百萬港元或14.4%。

•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除稅後虧損為8.6百萬港元，較截
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除稅後溢利約0.2百萬港元減少溢利約8.8百萬
港元。

•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八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中期業績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呈列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及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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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收益 3 136,746 101,061 232,758 203,404
銷售及服務成本 (120,263) (80,957) (204,901) (163,873)

    

毛利 16,483 20,104 27,857 39,531
其他收入－淨額 1,244 263 4,115 1,337
銷售及行政開支 (21,771) (18,228) (40,172) (39,472)
財務成本 (400) (301) (772) (490)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4 (4,444) 1,838 (8,972) 906
所得稅抵免╱（開支） 5 804 (440) 422 (689)

    

期內（虧損）╱溢利 (3,640) 1,398 (8,550) 217
    

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3,400) 1,398 (8,310) 217
 －非控股權益 (240) – (240) –

    

(3,640) 1,398 (8,550) 21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 
（虧損）╱盈利
基本及攤薄（港仙） 6 (0.85) 0.35 (2.08)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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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期內（虧損）╱溢利 (3,640) 1,398 (8,550) 217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其後將會重新歸類為損益的 
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 
差額 (2,197) (5,129) (3,108) (4,414)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5,837) (3,731) (11,658) (4,197)
    

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5,597) (3,731) (11,418) (4,197)
 －非控股權益 (240) – (240) –

    

(5,837) (3,731) (11,658) (4,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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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707 6,858
無形資產 12,893 12,319
商譽 11,372 –
其他金融資產 8 4,883 4,810
保證按金 4,676 4,531
遞延稅項資產 6,060 6,053

  

47,591 34,571
  

流動資產
存貨 9 12,465 6,337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54,280 131,133
應收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 5,874
合約資產 11 21,168 21,595
預付款 5,150 6,438
已抵押銀行存款 3,382 3,486
定期銀行存款 5,141 4,46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3,046 136,134

  

174,632 315,458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61,268 180,721
合約負債 11 9,845 5,563
銀行借款 13 29,929 23,224
融資租賃承擔 180 –
應付稅項 – 3,893
遞延稅項負債 532 –

  

101,754 213,401
  

流動資產淨值 72,878 102,05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20,469 136,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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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承擔 719 –
界定福利責任 276 942

  

995 942
  

資產淨值 119,474 135,686
  

權益
股本 4,000 4,000
儲備 115,474 131,686

  

權益總額 119,474 135,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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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投資重
估儲備* 研發儲備* 外匯儲備* 法定儲備* 保留盈利* 總計 非控股權益* 權益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4,000 41,598 13,855 – 3,674 (2,371) 1,995 72,935 135,686 – 135,686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 – – – – – – (70) (70) – (70)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經重列結餘 4,000 41,598 13,855 – 3,674 (2,371) 1,995 72,865 135,616 – 135,616
收購附屬公司 – – – – – – – – – 1,396 1,396
期內虧損 – – – – – – – (8,310) (8,310) (240) (8,550)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 – – – – (3,108) – – (3,108) – (3,108)

           

4,000 41,598 13,855 – 3,674 (5,479) 1,995 64,555 124,198 1,156 125,354
就過往年度已付股息 – (5,880) – – – – – – (5,880) – (5,880)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
核） 4,000 35,718 13,855 – 3,674 (5,479) 1,995 64,555 118,318 1,156 119,474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4,000 41,598 13,855 532 3,674 2,979 1,995 69,573 138,206 – 138,206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 – – (532) – – – (1,151) (1,683) – (1,683)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經重列結餘 4,000 41,598 13,855 – 3,674 2,979 1,995 68,422 136,523 – 136,523

期內溢利 – – – – – – – 217 217 – 217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 – – – – (4,414) – – (4,414) – (4,414)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
核） 4,000 41,598 13,855 – 3,674 (1,435) 1,995 68,639 132,326 – 132,326

           

* 該等結餘總額指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中的「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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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 (55,119) (90,301)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5,937) (5,123)
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 1,202 14,55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59,854) (80,871)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36,134 141,062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影響 (3,234) (2,755)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3,046 57,43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73,046 57,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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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一月四日根據開曼群島法律第22章公司法（一九六一年第3號法律，
經修訂及綜合）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而其股份自二零一六年七月八日
起在聯交所GEM上市。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位於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本公司於香港的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
北角英皇道338號華懋交易廣場2期15樓1507-08室。

本集團的主要營業地點位於14th – 15th Floor, Deokmyeong Building, Samseong-dong, 625 
Teheran-ro, Gangnam-gu, Seoul, Korea及上述香港地址。

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本集團於韓國及香港從事(i)為具有網絡連接、雲端運算及
網絡安全功能的系統提供系統整合、(ii)提供維護服務及(iii)提供網絡安全服務。

本公司主要營運附屬公司Global Telecom Company Limited（「Global Telecom」）及Future 
Data Limited（「Future Data」）的功能貨幣分別為韓圜（「韓圜」）及港元（「港元」），而該等簡
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以港元呈列。由於本公司的股份（「股份」）於聯交所GEM上市，故董
事認為採用港元作為本集團的呈列貨幣較為恰當。

2.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
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GEM上市規則第十八章的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用於編製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
方法與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截至二零一
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應與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本集團已採納自該日期生效且與其業務相關的所有新訂及經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及詮釋。除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外，採納其他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及詮釋對目前或之前期間所呈報的業
績並無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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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已採用經修訂追溯法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首次應用的累計影響將確認為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的期初權益調整而不會重列比較資料。

下表概述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對本集團綜合財務狀況表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及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結餘的影響。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過往呈報 調整 經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6,858 1,790 8,648
其他 343,171 – 343,171

   

總資產 350,029 1,790 351,819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80,721 1,860 182,581
其他 33,622 – 33,622

   

總負債 214,343 1,860 216,203
   

保留盈利 72,935 (70) 72,865
其他 62,751 – 62,751

   

總權益 135,686 (70) 135,616
   

3. 收益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的業務分為三個分部：

(i) 系統整合；

(ii) 維護服務；及

(iii) 網絡安全服務

分部收益及溢利貢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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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業務分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系統整合 維護服務
網絡

安全服務 總計 系統整合 維護服務
網絡

安全服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分部收益總額 96,794 34,222 7,337 138,353 65,612 28,591 6,858 101,061
分部間收益 – – (1,607) (1,607) – – – –

        

來自外界客戶之收益 96,794 34,222 5,730 136,746 65,612 28,591 6,858 101,061
        

毛利╱分部業績 8,031 7,005 1,447 16,483 7,951 8,963 3,190 20,104
其他收入－淨額 1,244 263
銷售及行政開支 (21,771) (18,228)
財務成本 (400) (301)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4,444) 1,838
所得稅抵免╱（開支） 804 (440)

  

期內（虧損）╱溢利 (3,640) 1,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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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系統整合 維護服務
網絡

安全服務 總計 系統整合 維護服務
網絡

安全服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分部收益總額 159,478 63,133 11,754 234,365 141,530 48,453 13,421 203,404
分部間收益 – – (1,607) (1,607) – – – –

        

來自外界客戶之收益 159,478 63,133 10,147 232,758 141,530 48,453 13,421 203,404
        

毛利╱分部業績 10,269 15,921 1,667 27,857 16,961 14,996 7,574 39,531
其他收入－淨額 4,115 1,337
銷售及行政開支 (40,172) (39,472)
財務成本 (772) (490)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8,972) 906
所得稅抵免╱（開支） 422 (689)

  

期內（虧損）╱溢利 (8,550) 217
  

(b) 地理資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韓國 131,016 94,203 222,611 189,983
香港 5,730 6,858 10,147 13,421

    

總計 136,746 101,061 232,758 203,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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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收益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來自客戶的收益及隨時間
確認：

—來自系統整合的收益 96,794 65,612 159,478 141,530

—來自系統維護服務的收
益 34,222 28,591 63,133 48,453

—來自網絡安全服務的收
益 5,730 6,858 10,147 13,421

    

總計 136,746 101,061 232,758 203,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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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分列了本集團的客戶合約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系統整合 維護服務 網絡安全服務 總計 系統整合 維護服務 網絡安全服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商品或服務類別
— 雲端基礎設施 68,016 32,890 – 100,906 43,851 24,664 – 68,515
— 網絡安全 28,778 1,332 5,730 35,840 21,761 3,927 6,858 32,546

        

客戶合約總收益 96,794 34,222 5,730 136,746 65,612 28,591 6,858 101,061
        

客戶類別
— 公共板塊 49,314 19,441 – 68,755 10,951 15,375 – 26,326
— 私營板塊 47,480 14,781 5,730 67,991 54,661 13,216 6,858 74,735

        

客戶合約總收益 96,794 34,222 5,730 136,746 65,612 28,591 6,858 101,061
        

合約期限類別
— 十二個月內 96,651 27,308 5,544 129,503 65,526 25,154 6,858 97,538
— 超過十二個月但少於 
二十四個月 – 2,282 66 2,348 – 406 – 406

— 超過二十四個月 143 4,632 120 4,895 86 3,031 – 3,117
        

客戶合約總收益 96,794 34,222 5,730 136,746 65,612 28,591 6,858 10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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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系統整合 維護服務 網絡安全服務 總計 系統整合 維護服務 網絡安全服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商品或服務類別
— 雲端基礎設施 115,056 59,916 – 174,972 90,352 41,703 – 132,055
— 網絡安全 44,422 3,217 10,147 57,786 51,178 6,750 13,421 71,349

        

客戶合約總收益 159,478 63,133 10,147 232,758 141,530 48,453 13,421 203,404
        

客戶類別
— 公共板塊 62,908 34,052 – 96,960 25,045 23,167 – 48,212
— 私營板塊 96,570 29,081 10,147 135,798 116,485 25,286 13,421 155,192

        

客戶合約總收益 159,478 63,133 10,147 232,758 141,530 48,453 13,421 203,404
        

合約期限類別
— 十二個月內 159,278 53,552 9,961 222,791 141,363 42,524 13,421 197,308
— 超過十二個月但少於 
二十四個月 57 2,604 66 2,727 – 944 – 944

— 超過二十四個月 143 6,977 120 7,240 167 4,985 – 5,152
        

客戶合約總收益 159,478 63,133 10,147 232,758 141,530 48,453 13,421 203,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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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乃經扣除下列各項後達致：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97,647 71,311 167,065 142,822
僱員成本 21,940 20,761 43,272 41,147
分包成本 7,912 4,248 10,548 5,979
代理佣金 – – – 3,000
無形資產攤銷 916 714 1,765 1,387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891 1,029 1,843 2,030
研發成本 983 750 1,700 1,444
使用權資產折舊 370 – 754 –
已租物業的經營租賃成本 66 521 109 1,044

5. 所得稅（抵免）╱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 韓國 (569) (65) (239) 342

    

(569) (65) (239) 342
遞延稅項
— 韓國 (85) 477 (79) 319
— 香港 (150) 28 (104) 28

    

(235) 505 (183) 347
    

總計 (804) 440 (422) 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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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Telecom須繳納韓國企業所得稅，包括國家及地區稅（統稱「韓國企業所得稅」）。韓
國企業所得稅乃就Global Telecom於各呈列期間自全球取得的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1.0%至
24.2%的累進稅率扣除。

• 應課稅溢利首次達致2億韓圜（相等於約1.4百萬港元）按11%計稅；

• 應課稅溢利超過2億韓圜（相等於約1.4百萬港元）及高達200億韓圜（相等於約136.9百萬
港元），按22%計稅；

• 應課稅溢利超過200億韓圜（相等於約136.9百萬港元）按24.2%計稅。

Future Data須繳納香港利得稅。香港利得稅根據香港產生的估計應課稅溢利按兩級制稅率
計算。

• 應課稅溢利達致2百萬港元按8.25%計稅，而應課稅溢利任何部分為超過2百萬港元按
16.5%計稅。

6. 每股（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虧損）╱溢利 (8,310) 217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股 千股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00,000 400,000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00,000,000股股份的加權平均數指整個年度內已發
行股份數目。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潛在攤薄普通股，故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與每股基本（虧損）╱盈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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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二零一八年同期：無）。

8. 其他金融資產

於二零一九年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非上市股本證券
– Korea Software Financial Cooperative (「KSFC」) 2,856 2,840
– Korea Broadcasting & Communication Financial 

Cooperative (「KBCFC」) 38 38
  

2,894 2,878

保險保單投資 1,989 1,932
  

4,883 4,810
  

於保單承保的保險期內，Global Telecom可賺取與當時通行的市場儲蓄利率相連的利息收
入。董事認為，保險公司提供的該保單的賬戶價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非上市股本證券及保險保單賬面值分類為公平值層級第二
級。於各呈列期間，三個層級之間並無轉撥。

9. 存貨

於二零一九年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硬件及軟件 12,465 6,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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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九年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 67,984 141,453
減：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16,799) (12,852)

  

貿易應收款項淨額（附註(a)） 51,185 128,601
給予僱員的短期貸款 395 488
應計利息 85 41
租金及其他按金 2,219 2,003
其他應收款項 396 –

  

54,280 131,133
  

(a) 本集團授予其貿易客戶的信用期一般介乎30日至90日。基於發票日期，本集團貿易
應收款項（已扣除減值撥備）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九年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90日 39,550 111,725
91至180日 4,481 4,577
181至365日 1,214 2,818
1至2年 5,569 8,679
2年以上 371 802

  

51,185 128,601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撥備的變動如下：

於二零一九年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期初╱年初賬面值 12,852 9,813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 2,096

  

12,852 11,909

已確認的減值虧損 3,970 1,489
匯兌調整 (23) (546)

  

期末╱年末賬面值 16,799 12,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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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合約資產及合約負債

於二零一九年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合約資產
根據系統整合履約所產生 19,106 21,595
提供網絡安全服務所產生 2,062 –

  

21,168 21,595
  

合約負債
根據系統整合履約所產生 2,404 5,563
提供網絡安全服務所產生 7,441 –

  

9,845 5,563
  

1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一九年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附註(a)） 46,799 160,473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0,366 16,398
預收款項 21 110
租賃負債 1,037 –
應付增值稅項 3,045 3,740

  

61,268 180,721
  

(a) 供應商及分包商授出的信用期通常介乎30日至90日。基於發票日期，貿易應付款項
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九年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29,293 138,800
31至60日 8,582 15,663
61至90日 5,935 696
91至180日 260 4,121
181至365日 2,156 611
1年以上 573 582

  

46,799 160,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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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銀行借款

於二零一九年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無抵押：
 －銀行貸款 29,929 21,307
 －應付票據 – 1,917

  

於一年內到期償還的借款總額 29,929 23,224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獨立於本集團的公共金融機構Korea Credit Guarantee Fund
（「KCGF」）就向Global Telecom提供的進口融資工具及銀行貸款向若干銀行提供金額為

400,000美元及440,000,000韓圜（二零一八年：400,000美元及440,000,000韓圜）的外幣及本
幣擔保。

14. 業務合併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日，本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收購Maximus Group Consulting Limited
（「目標公司」）已發行股份的64.86%，代價最高為12,000,000港元。本集團利用新收購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目標集團」）的資源及專業知識，把握更多大型項目之機遇。

有關收購代價、所收購資產╱（負債）淨值及商譽的詳情如下：

代價由以下列方式支付：

港元

現金 6,000,000
就應收服務費作出撥備抵銷 4,000,000
或然代價（附註） 2,000,000

 

總收購代價 12,000,000
 

附註：

代價應以下列方式進行調整：

i) 倘目標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之經審核除利息開支、所得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
（「EBITDA」）等於或高於8百萬港元，則毋須作出任何調整，而有關金額將維持為2百
萬港元；

ii) 倘目標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之經審核EBITDA低於8百萬港元但高於或等於4百萬港元，
則有關金額將下調至500,000港元；及

iii) 倘目標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之經審核EBITDA低於4百萬港元，則有關金額將下調至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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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收購而確認的資產及負債如下：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168
無形資產 91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8,630
合約資產 2,412
現金及銀行結餘 3,157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6,427)
合約負債 (6,295)
遞延稅項負債 (532)

 

已收購可識別資產淨值 2,024
減：非控股權益 (1,396)
加：商譽 11,372

 

總購買代價 12,000
 

15. 董事酬金及主要管理層薪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層成員薪
酬 2,255 2,062 4,312 4,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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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變動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收益 232,758 203,404 29,354 14.4%
銷售及服務成本 (204,901) (163,873) 41,028 25.0%

  

毛利 27,857 39,531 (11,674) (29.5%)

其他收入－淨額 4,115 1,337 2,778 207.8%
銷售及行政開支 (40,172) (39,472) 700 1.8%
財務成本 (772) (490) 282 57.6%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8,972) 906 (9,878) (1,090.3%)
所得稅抵免╱（開支） 422 (689) (1,111) (161.2%)

  

期內（虧損）╱溢利 (8,550) 217 (8,767) (4,040.1%)
  

儘管本年度首六個月因美國與中國及韓國與日本之間的貿易戰而受到商業環境的挑
戰，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可觀的收益增長29.4百萬港元或
14.4%至232.8百萬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203.4百萬港元。收益增加主要是由於為Korea 
Industrial Complex Corporation、Korea Polytechnics University及Kangwon Land, Inc.執行
大型系統整合項目所致。因此，韓國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產生
的收益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增加32.6百萬港元或17.2%。另一方面，香
港業務產生的收益由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13.4百萬港元減少至截至二
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10.1百萬港元。比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
月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收益，此不利趨勢已有所改善，差異收窄至1.1百
萬港元。

本集團的毛利由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39.5百萬港元減少約11.7百萬港元
或29.5%至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27.9百萬港元。該減少主要由於1)不利
匯率變動導致較高的銷售產品成本；2)為滲透並贏得市場份額，新產品利潤率較低及3)
由於本年度下半年政府將預算開支推遲到下半年，導致較少高利潤率的公共板塊項目。



- 24 -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其他收入主要指於二零一八年就訴訟案件作出的
撥備撥回。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銷售及行政開支約為40.2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一八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39.5百萬港元），微增0.7百萬港元或1.8%，顯示管理層控制
成本的能力。

儘管本集團已錄得收益14.4%的增長並妥善管理其營運開支，但由於銷售及服務成本增
加25.0%，本集團錄得除稅前虧損9.0百萬港元。扣除稅項抵免0.4百萬港元後，於截至二
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除稅後虧損為8.6百萬港元。

財務狀況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變動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 7,707 6,858 849 12.4%
無形資產 12,893 12,319 574 4.7%
商譽 11,372 – 11,372 100.0%
其他金融資產 4,883 4,810 73 1.5%
保證按金 4,676 4,531 145 3.2%
遞延稅項資產 6,060 6,053 7 0.1%

  

非流動資產 47,591 34,571 13,020 37.7%
  

存貨 12,465 6,337 6,128 96.7%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54,280 131,133 (76,853) (58.6%)
應收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 5,874 (5,874) (100.0%)
合約資產 21,168 21,595 (427) (2.0%)
預付款 5,150 6,438 (1,288) (20.0%)
已抵押銀行存款 3,382 3,486 (104) (3.0%)
定期銀行存款 5,141 4,461 680 15.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3,046 136,134 (63,088) (46.3%)

  

流動資產 174,632 315,458 (140,826)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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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變動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61,268 180,721 (119,453) (66.1%)
合約負債 9,845 5,563 4,282 77.0%
銀行借款 29,929 23,224 6,705 28.9%
融資租賃承擔 180 – 180 100.0%
應付稅項 – 3,893 (3,893) (100.0%)
遞延稅項負債 532 – 532 100.0%

  

流動負債 101,754 213,401 (111,647) (52.3%)
  

融資租賃承擔 719 – 719 100.0%
界定福利責任 276 942 (666) (70.7%)

  

非流動負債 995 942 53 5.6%
  

資產淨值 119,474 135,686 (16,212) (11.9%)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錄得非流動資產45.5百萬港元。該增加主要由於在二
零一九年六月三日收購Maximus Group Consulting Limited所產生的商譽所致。收購詳情
在我們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二日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日刊發的公告中披露。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為174.6百萬港元，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所錄得的減少約140.8百萬港元。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流動負債亦由二零一
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213.4百萬港元減少約111.6百萬港元，與流動資產一致減少。因
此，本集團錄得流動資產淨值減少約18.3百萬港元。該減少主要是由於貿易及其他應收
款項以及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幅合共139.9百萬港元，超過了119.5百萬港元的貿易及其
他應付款項的減幅。

由於非流動負債僅包括韓國僱員之長期福利（亦稱為僱員退休金）及購買企業汽車的新融
資租賃，故並不重大。本集團於本報告期尚未因香港附屬公司產生任何僱員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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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的權益總額由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
135.7百萬港元減少約16.2百萬港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為72.9百萬港元，流動性穩健。

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表示為總債務佔股本總額的百分比。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資產負債比率為25.8%（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7.1%）。該增加乃由於額外銀行
借款約6.7百萬港元及本集團權益總額減少16.2百萬港元。流動比率（即流動資產佔流動
負債的比率）為1.7倍（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5倍），反映財務資源屬充足。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錄得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73.0百萬港元（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36.1百萬港元），包括約9,566百萬韓圜、3.0百萬港元及0.6百萬美
元。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浮息銀行借款約3.8百萬美元，相當於約29.9百萬港
元（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23.2百萬港元）。若干銀行借款乃由獨立於本集團
的公共金融機構KCGF擔保。

外匯風險

本集團韓國業務面對的貨幣風險主要產生自以韓圜計值的收益與以美元計值的部分採購
款項之間的貨幣差額。編製需以美元採購組件的系統整合項目的成本核算時，我們會另
加一個利潤率至項目的相關成本項目，作為儲備以防範成本核算日期至相關結算日期期
間韓圜及美元的任何不利匯率變動。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韓國業務的不利外匯變動令
銷售貨品成本增加。

香港營運收益及成本主要以港元計值，當中並無產生重大貨幣風險。

本集團的資產押記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為數3.4百萬港元的定期存款因KSFC代表本集團提供的投
標、履約、缺陷、預付款及付款擔保而被質押予KS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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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任何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的非上市股本證券賬面值佔本集團總資產約1.3%，故並
不重大。非上市股本證券主要指就作為成員公司而於KSFC（根據《軟件行業促進法》成立
的合作社，旨在促進韓國IT行業的發展）的投資。根據KSFC的投資額度，KSFC的成員
公司獲得KSFC一定數量的擔保限額用於其營運。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亦無任何有關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計劃。

重大收購事項及出售事項

除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日完成收購Maximus Group Consulting Limited外，截至二零一九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進行任何重大收購事項或出售事項。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業務回顧

以下載列直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系統整合項目數目的變動詳情。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的項目數目 47
獲授的新項目數目 404
期內完成的項目數目 (385)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的項目數目 66
 

系統整合業務分部於報告期間內增長，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產生收益
159.5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17.9百萬港元或12.7%。該增加乃由於有三個大型項目
各自為韓國業務貢獻逾7百萬港元收益。產生自維護服務分部的收益由截至二零一八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48.5百萬港元增加14.7百萬港元至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的63.1百萬港元，乃由於與客戶訂立維護合約數目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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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日，本集團完成收購Maximus Group Consulting Limited及其附屬公
司明治資訊顧問有限公司。憑藉新附屬公司的資源及專業知識，本集團可深化滲透至網
絡安全服務市場，並把握大型項目機遇，例如於二零一九年七月十七日之公告中提及有
關與香港其中一間最大的股票經紀行簽訂的三年合約。網絡安全服務分部的收益並不如
去年同期般理想，但網絡安全服務分部的收入已逐漸改善，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的收益與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收益相比，差異已收窄至1.1百
萬港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10.1百萬港元來自網絡安全
服務分部的收益。

前景

鑑於中美及日韓之間的貿易戰升級，以及香港示威活動有增無減，本集團經營所在的韓
國及香港之短期宏觀經濟環境面臨挑戰。然而，本集團致力於二零一九年下半年物色更
多業務，為求以正面溢利為本年度作結。

長遠而言，本集團認為可透過「一帶一路」舉措，獲得從數碼安全項目產生收益的機會，
因此本集團正採取措施，力爭於成為這個新興活躍市場的領導者。數碼安全涵蓋實體安
全、閉路電視監控安全及網絡安全，不論過往於韓國市場或近期於香港市場，本集團均
在此等範疇中擁有必要的知識及經驗。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196名（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171名）僱員。有
關增加乃由於在韓國招募更多工程師調派至具規模的政府工作項目所致。

本集團根據僱員的工作範圍及職責釐定其薪酬。僱員亦享有根據其各自表現釐定的酌情
花紅。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僱員成本總額（包括董事酬金）約為43.3百
萬港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41.1百萬港元）。

本集團已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以向對本集團營運成功作出貢獻的合資格人士提供獎勵
及回報。直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授出任何購股權。

為透過持續學習提升競爭力及改善員工質素，本集團為員工提供定期技術及在職培訓，
並鼓勵員工參與外部研討會及參加考試持續增強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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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董事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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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的股份、相關股份
及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
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的有關規定被當作或視為擁有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登記於由本公司存置之登記冊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GEM上
市規則第5.46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載列如下：

於股份的好倉

董事姓名 身份╱權益性質 所持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
股本的概約
百分比（附註4）

馮潤江先生（附註1、2及3）

 （「馮先生」）
與其他人士共同持有的權益╱
受控制法團權益╱配偶權益

262,917,327 65.73%

徐承鉉先生（附註1及2）

 （「徐先生」）
與其他人士共同持有的權益╱
受控制法團權益

262,917,327 65.73%

李承翰先生（附註1及2）

 （「李先生」）
與其他人士共同持有的權益╱
受控制法團權益

262,917,327 65.73%

附註：

(1) LiquidTech Limited（「LiquidTech」）持有262,917,327股股份，佔已發行股份的65.73%。
LiquidTech由Asia Media Systems Pte. Ltd. （「AMS」）全資擁有。AMS由馮先生、徐先生、
李先生、朴炯進先生（「朴先生」）、Lee Sung Gue先生、Lee Je Eun先生及Marilyn Tang女士
分別擁有26.14%、25.34%、14.71%、14.03%、14.03%、3.40%及2.35%權益。

(2)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本公司四名最終控股股東（即馮先生、徐先生、李先生及朴
先生）訂立一致行動確認及承諾，以承認及確認（其中包括）彼等為本集團各成員公司的一
致行動人士。因此，馮先生、徐先生、李先生及朴先生通過AMS及LiquidTech共同控制本
公司股本約65.73%權益。因此，馮先生、徐先生、李先生及朴先生各自被視為於本公司
股本中約65.73%的權益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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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arilyn Tang女士為AMS已發行股份約2.35%的擁有人，並為馮先生的配偶。馮先生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被視為於Marilyn Tang女士擁有權益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4) 持股百分比乃按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的已發行股份總數（即400,000,000股股份）
計算。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概無董事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
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
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登記
於該條所述本公司須存置之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條須知會
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據董事所知，以下不屬於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的人士
於或被視作或當作於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的
規定須向本公司披露的權益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登記於該條所
述須存置之登記冊的權益及╱或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股份5%或以上權益。

於股份的好倉

股東姓名╱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所持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
股本的概約
百分比（附註8）

LiquidTech（附註1） 實益擁有人 262,917,327 65.73%
AMS（附註1、2及3） 受控制法團權益 262,917,327 65.73%
朴先生（附註2及3） 與其他人士共同持有的權

益╱受控制法團權益
262,917,327 65.73%

Marilyn Tang女士（附註2、3及4） 與其他人士共同持有的權
益╱受控制法團權益╱配偶
權益

262,917,327 65.73%

Lee Kim Sinae女士（附註5） 配偶權益 262,917,327 65.73%
Suh Kim Seong Ock女士（附註6） 配偶權益 262,917,327 65.73%
Shin Hee Kum女士（附註7） 配偶權益 262,917,327 6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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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LiquidTech由AMS全資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AMS被視作於LiquidTech擁有
權益的全部股份中擁有權益。

(2) AMS由馮先生、徐先生、李先生、朴先生、Lee Sung Gue先生、Lee Je Eun先生及Marilyn 
Tang女士分別擁有約26.14%、25.34%、14.71%、14.03%、14.03%、3.40%及2.35%權益。

(3)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本公司四名最終控股股東（即馮先生、徐先生、李先生及朴
先生）訂立一致行動確認及承諾，以承認及確認（其中包括）彼等為本集團各成員公司的一
致行動人士。因此，馮先生、徐先生、李先生及朴先生通過AMS及LiquidTech共同控制本
公司股本約65.73%權益。因此，馮先生、徐先生、李先生及朴先生各自被視為於本公司
股本中約65.73%的權益中擁有權益。

(4) Marilyn Tang女士為AMS已發行股份約2.35%的擁有人，並為馮先生的配偶。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V部，Marilyn Tang女士被視作於馮先生擁有權益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5) Lee Kim Sinae女士為李先生的配偶。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Lee Kim Sinae女士被
視作於李先生擁有權益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6) Suh Kim Seong Ock女士為徐先生的配偶。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Suh Kim Seong 
Ock女士被視作於徐先生擁有權益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7) Shin Hee Kum女士為朴先生的配偶。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Shin Hee Kum女士被
視作於朴先生擁有權益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8) 持股百分比乃按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的已發行股份總數（即400,000,000股股份）
計算。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董事並不知悉任何其他人士於股份或相
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的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或須記錄於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的登記冊的任何權益或淡倉，而其直接或間接擁有本
公司股份5%或以上的權益。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設有一項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有關計劃乃由本公司當時唯一股東以書面
決議案（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一日通過）的方式批准及採納。自其獲採納以來，概無根
據購股權計劃授出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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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不遜於GEM上市規則第5.48條至第5.67條所載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交易必
守標準之證券買賣守則（「證券買賣守則」）。此外，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
而各董事均已確認其已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遵守證券買賣守則。

董事於競爭業務的權益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董事或控股股東或彼等各自的聯繫人（定
義見GEM上市規則）並無於與本集團業務構成競爭或可能競爭的業務中擁有權益。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致力透過穩健的企業管治履行其對股東的責任，並保障及提高股東價值。

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常規乃以GEM上市規則附錄十五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企業
管治守則」）載列的良好企業管治原則為基礎，當中載列有關（其中包括）董事、主席及行
政總裁、董事會組成、董事委任、重選及罷免、董事職責及薪酬以及與本公司股東保持
溝通的良好企業管治原則。

就董事會所深知，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的守則條文。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並無贖回其於GEM上市的任何股份，且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或出售任何該等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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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28條及企業管治守則第C.3段的規定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
委員會」），並已採納書面職權範圍。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審核委員會
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王錫基先生、容啟泰先生及沈振豪先生。沈振豪先生具備
合適專業會計資格並擔任審核委員會主席。

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協助董事會就本集團的內部審核職能、財務報告程序、內部監
控及風險管理制度的有效性提供獨立意見、監察審核程序，以及履行董事會指派的其他
職務及職責。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
中期業績。

承董事會命
Future Data Group Limited

主席
徐承鉉

香港，二零一九年八月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徐承鉉先生、馮潤江先生、李承翰先生及柳晟烈先
生，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錫基先生、沈振豪先生及容啟泰先生。

本公告將自其刊發日起於GEM網站www.hkgem.com 「最新公司公告」一頁內保留至少七
天，以及於本公司網站 www.futuredatagroup.com 公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