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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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久融控股有限公司

Jiu Rong Holdings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58）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末期業績公告

主要撮要

• 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543,276,000港元，與去年同期營業額約279,889,000港元比較大幅增加約94%。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約43,69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約31,641,000港元），與去年同期比較大幅增加

約38%。

• 新能源汽車業務所得收益約271,205,000港元（二零一七年：約111,249,000港元），與去年同期比較大幅增加

約144%。相關分類除稅前溢利約42,896,000港元（二零一七年：約19,828,000港元），與去年同期比較大幅增

加約116%。

• 數碼視頻業務所得收益約256,988,000港元（二零一七年：約165,788,000港元），與去年同期比較大幅增加約

55%。相關分類除稅前溢利約6,335,000港元（二零一七年：約4,913,000港元），與去年同期比較增加約29%。

•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 本 集 團 資 產 總 值 約 1,798,346,000 港 元（ 二 零 一 七 年 ：

約1,473,385,000港元），與去年同期比較增加約22%。

•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資產淨值約462,976,000港元（二零一七年：約437,389,000港元）。

• 本公司自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收市起，已獲納入為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MSCI」）的MSCI香港微型股指

數成份股。董事相信，獲納入指數顯示投資者對本公司於資本市場的表現之認同及信心，以及投資者認可本公

司在市場價值、營業額、溢利及股份流動方面的理想表現，此將進一步加強本公司的企業形象及促進其業務發

展。本公司對本集團業務（尤其是新能源汽車業務）的長期發展樂觀，本集團旨在成為中國最大的新能源汽車充

電設施運營商之一。



– 2 –

久融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內」）的年度業績，連同二零一七年同期的比較數字。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4 543,276 279,889

銷售成本 (420,895) (201,673)    

毛利 122,381 78,216

其他收入及收益 5 23,108 30,594

銷售及分銷成本 (24,748) (23,414)

行政開支 (45,334) (35,784)

其他經營開支 (5,529) (5,448)

融資成本 6 (15,565) (11,048)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虧損 (1,046) –    

除稅前溢利 53,267 33,116

所得稅開支 8 (9,577) (1,47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 7 43,690 31,641

年內其他全面（虧損）╱收入（除稅後）：
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股本投資之公允值變動 (1,045) –    

或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國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17,058) 11,980    

年內其他全面（虧損）╱收入（除稅後） (18,103) 11,98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25,587 43,621    

每股盈利（港仙） 10

－基本 0.80 0.60    

－攤薄 0.80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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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44,294 293,880
投資物業 349,187 72,352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投資 163,989 –
遞延稅項資產 1,427 4,080
透過其他全面損益按公允值衡量的股權投資 38,651 29,850    

897,548 400,162    

流動資產
存貨 5,630 13,504
供出售在建物業 – 583,114
持作出售之物業 361,812 –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11 245,530 116,806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06,855 91,017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投資 2,496 3,643
已質押銀行存款 135,848 141,251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42,627 123,888    

900,798 1,073,223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12 326,381 125,653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48,573 73,488
合約負債 58,301 2,676
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 804,000 727,652
遞延政府補助 5,543 5,845
應付稅項 1,351 876    

1,244,149 936,190    

流動（負債）╱資產淨值 (343,351) 137,03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54,197 537,195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政府補助 41,722 46,762
遞延稅項負債 49,499 53,044    

91,221 99,806    

資產淨值 462,976 437,389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547,200 547,200
儲備 (84,224) (109,811)    

總權益 462,976 437,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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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所有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
釋（下文統稱為「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而編製。此外，綜合財務報表載有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規定之適用披露事項。

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慣例編製，惟就重估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及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股

本投資（以公允值列賬）作出調整。

綜合財務報表乃以港元（「港元」）呈列，而港元為本公司之功能貨幣。其主要附屬公司之功能貨幣包括人民幣
（「人民幣」）及港元。

2. 持續經營基準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流動負債淨值約343,351,000港元。此情況顯示出現重大不確定因素，

可能對本集團持續經營的能力造成重大疑慮。因此，本集團或無法變現其資產及於日常業務過程中償還負債。

已考慮到(i)財政年度末起未來十二個月銷售物業的估計所得款項；(ii)放債人意向延遲結算應付該等放債人的貸款

至財政年度末起十二個月後；(iii)財政年度末起未來十二個月新能源汽車業務的現金流入淨額；及(iv)配售股份的

估計所得款項（如需），本集團獲信納將有充足營運資金應付其現時需求。因此，董事認為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財

務報表屬恰當。倘本集團無法持續經營，財務報表將須作出調整，將本集團的資產價值調整至其可收回金額，以

就任何可能產生的進一步負債計提撥備，並分別重新分類非流動資產及負債為流動資產及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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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採納所有與其營運有關及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起之會計年度生效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新

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及詮釋。除了以下所顯示的，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本集團財務報表之呈列

及本年度及過往年度呈報的金額並不會造成重大變動。

A.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二零一四年）「金融工具」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現分類為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投資和透過其他全面損益按公允值衡量的股

權投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二零一四年）已獲追溯應用，導致對財務報表呈報的綜合金額作出變動如下︰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透過其他全面損益按公允值衡量的股權投資增加 29,850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投資增加 3,643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減少 (33,493)  

B.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約收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已獲追溯應用，導致對財務報表呈報的綜合金額作出變動如下︰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合約負債增加 2,676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減少 (2,676)  

本集團尚未採用已發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開始評估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所帶來之

影響，惟現階段未能就其會否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產生重大影響作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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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及經營分類資料

(a) 可報告分類

主要經營決策者為董事會。董事會審閱本集團之內部報告以評估業績及分配資源。本集團根據主要經營

決策者用以作出策略性決策所審閱之報告釐定其經營分類。

本集團擁有五個（二零一七年：五個）可報告分類。由於各業務分類提供不同產品及需要不同之業務策

略，故各分類須分開管理。以下概要列明本集團各可報告分類之業務：

(i) 數碼視頻業務：生產及銷售數碼電視機（「電視機」）、高清液晶體顯示電視機及機頂盒以及提供數
碼影音業有關電訊、電視機及互聯網整合應用方案。

(ii) 新能源汽車業務：新能源汽車及相關產品、充電設施及智能管理系統之建設、應用及管理以及新

能源汽車零部件的銷售。

(iii) 雲生態大數據業務：雲生態大數據行業之應用及管理。

(iv) 物業發展：大數據產業園物業發展。

(v) 物業投資：以產業園賺取租金收入所持之物業投資。

收益分析如下︰

收益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數碼視頻產品 256,988 165,788

提供新能源汽車充電服務收入及銷售新能源汽車零件 271,205 111,249

提供大數據服務收入 4,956 2,227   

客戶合約收入 533,149 279,264

租金收入 10,127 625   

收益總額 543,276 279,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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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業務分類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數碼視頻
業務

新能源
汽車業務

雲生態大
數據業務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報告分類收益：

外部客戶的收入 256,988 271,205 4,956 – 10,127 543,276       

可報告分類溢利 6,335 42,896 2,025 – 7,006 58,262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83) (32,811) (41) – (1) (33,136)

投資物業折舊 – – – – (10,162) (10,162)

政府補助 – 6,113 – – – 6,113

出售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

投資之虧損 (155) (2,128) – – – (2,283)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投資之

公允值虧損 (13) (111) – – – (124)

所得稅開支 (2,475) (5,913) (475) – – (8,863)

撥回存貨減值 740 – – – – 740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虧損 – – – (1,046) – (1,046)

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130 111,504 119 – 40 111,793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數碼視頻
業務

新能源
汽車業務

雲生態大
數據業務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報告分類資產 193,905 556,970 4,502 361,812 357,086 1,474,275

可報告分類負債 (147,960) (500,589) (18,110) (293,334) (293,334) (1,253,327)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投資 – – – 163,989 – 163,989       



– 8 –

(i) 業務分類（續）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數碼視頻

業務

新能源

汽車業務

雲生態大

數據業務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報告分類收益：

外部客戶的收入 165,788 111,249 2,227 – 625 279,889       

可報告分類溢利╱（虧損） 4,913 19,828 (1,216) – 223 23,748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636) (22,022) (20) – – (22,678)

投資物業折舊 – – – – (45) (45)

政府補助 710 5,615 – – – 6,325

出售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

投資之收益 360 340 – – – 700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投資之

公允值虧損 (223) (1,346) – – – (1,569)

所得稅抵免╱（開支） 3,813 (5,383) – – – (1,570)

撥回存貨減值 3,138 – – – – 3,138

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254 281,201 199 – – 281,654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數碼視頻

業務

新能源

汽車業務

雲生態大

數據業務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報告分類資產 162,002 393,628 387 583,114 81,104 1,220,235

可報告分類負債 (52,312) (315,386) (70) (520,486) (48,124) (936,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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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可報告分類收益、損益、資產及負債之對賬：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可報告分類收益總額 543,276 279,889

其他收益 – –   

綜合收益 543,276 279,889   

損益
可報告分類溢利總額 58,262 23,748

未分配公司（開支）╱收入（淨額） (4,995) 9,368   

除稅前綜合溢利 53,267 33,116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可報告分類資產總值 1,638,264 1,220,235

未分配金額：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3,646 103,377

已質押銀行存款 134,390 133,766
其他未分配公司資產 22,046 16,007   

綜合資產總值 1,798,346 1,473,385   

負債
可報告分類負債總額 (1,253,327) (936,378)

未分配公司負債 (82,043) (99,618)   

綜合負債總額 (1,335,370) (1,035,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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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區資料

本集團於中國註冊成立。以下列表提供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及非流動資產（遞延稅項資產除外）

（「非流動資產」）之分析。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 414,656 213,550

古巴 128,620 66,339   

總計 543,276 279,889   

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 693,454 366,197

香港 27 35   

693,481 366,232   

(c) 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來自主要客戶（每名客戶佔收益總額10%或以上）之收益載列如下：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分類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甲 新能源汽車業務 146,203 109,878

客戶乙 數碼視頻業務 (i) 不適用 35,579

客戶丙 數碼視頻業務 (ii) 58,002 不適用

客戶丁 新能源汽車業務 (ii) 55,988 不適用     

附註：

(i) 來自該等客戶的收益於二零一八年概無超過收益總額10%。

(ii) 來自該等客戶的收益於二零一七年概無超過收益總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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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分拆客戶合約收益

二零一八年     

分類 數碼視頻業務 新能源汽車業務
雲生態

大數據業務 物業發展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地區市場

中國 128,368 271,205 4,956 – 404,529

古巴 128,620 – – – 128,620      

總計 256,988 271,205 4,956 – 533,149      

主要產品╱服務

銷售數碼視頻產品 256,988 – – – 256,988

提供新能源汽車充電服務收入及

銷售新能源汽車零部件 – 271,205 – – 271,205

提供大數據服務收入 – – 4,956 – 4,956      

總計 256,988 271,205 4,956 – 533,149      

收益確認時間

一個時間點 256,988 271,205 4,956 – 533,149

一段時間 – – – – –      

總計 256,988 271,205 4,956 – 533,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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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     

分類 數碼視頻業務 新能源汽車業務

雲生態

大數據業務 物業發展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地區市場

中國 99,449 111,249 2,227 -   212,925 
古巴 66,339 -   -   -   66,339       

總計 165,788 111,249 2,227 -   279,264       

主要產品／服務

銷售數碼視頻產品 165,788 -   -   -   165,788 
提供新能源汽車充電服務收入及銷售新能源汽

車零部件 -   111,249 -   -   111,249 
提供大數據服務收入 -   -   2,227 -   2,227       

總計 165,788 111,249 2,227 -   279,264       

收益確認時間

一個時間點 165,788 111,249 2,227 -   279,264 
一段時間 -   -   -   -   -         

總計 165,788 111,249 2,227 -   279,264       

數碼視頻業務

本集團生產及銷售電視機、高清液晶體顯示電視機及機頂盒以及提供數碼影音業的電訊、電視機及互聯

網之整合應用方案。銷售於產品的控制權已轉移（即產品交付予客戶）、並無可能影響客戶接納產品的未

履行責任及客戶取得產品的合法所有權時確認。

向客戶作出的銷售一般按30至360日的信貸期進行。新客戶可能須支付按金或貨到付現。收取的按金確認

為合約負債。

應收款項當產品交付予客戶後確認，因該刻時間為僅因付款到期前所需的時間過去而代價成為無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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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車業務

本集團提供新能源汽車及相關產品、充電設施及智能管理系統之建設、應用及管理，以及銷售新能源汽

車零部件。新能源汽車充電服務收入於提供充電服務及並無可能影響客戶接納產品的未履行責任時確認。

新能源汽車零部件的銷售於產品的控制權已轉移（即產品交付予客戶）、並無可能影響客戶接納產品的未

履行責任及客戶取得產品的合法所有權時確認。

應收款項當產品交付予客戶後確認，因該刻時間為僅因付款到期前所需的時間過去而代價成為無條件。

雲生態大數據業務

本集團向客戶提供雲生態大數據應用及管理服務。收入於提供服務及並無可能影響客戶接納產品的未履

行責任時確認。

物業發展

本集團發展及向客戶銷售物業。合約銷售於物業的控制權已轉移（即客戶取得已落成物業之實質管有權或

法定所有權，而本集團擁有收取款項之現有權利並極有可能收取代價）時確認。

5. 其他收入及收益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1,982 3,097

出售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投資之收益 – 982

議價收購收益 2,718 12,325

補償收入 – 763

自第三方所得貸款利息收入 3,488 3,915

政府補助 6,113 6,325

撥回存貨減值 740 3,138

原材料銷售 1,160 –

豁免應付間接附屬公司一位前股東的款項 6,693 –

其他 214 49   

23,108 30,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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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融資成本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借貸利息開支：

－銀行貸款之利息開支 10,665 6,550

－來自第三方貸款之利息 55,652 13,400   

借貸成本總額 66,317 19,950

資本化金額 (50,752) (8,902)   

15,565 11,048   

7. 年內溢利

本集團年內溢利已扣除╱（抵免）下列項目後釐定：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出售存貨之成本 420,895 201,673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31,163 24,431

退休金計劃供款

－界定供款計劃 6,647 7,159

其他員工福利 4,280 2,708   

42,090 34,298   

核數師酬金 760 70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5,756 23,220

投資物業折舊 10,162 45

經營租賃最低租賃付款

－土地及樓宇 2,379 1,621

匯兌虧損（淨額） 703 2,640

出售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投資之虧損╱（收益） 2,283 (982)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投資之公允值虧損 124 1,569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 2,236 314

撥回存貨減值 (740) (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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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開支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香港利得稅按估計應課稅溢利16.5%（二零一七年：16.5%）計算。

除數源久融技術有限公司（「數源久融」）及久融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久融新能源」）外，於中國經營之業務產生
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之中國企業所得稅標準稅率為25%（二零一七年：25%）。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數源久融已取得高新技術企業證書，可享有優惠稅率15%（二零一七年：15%）。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久融新能源已取得高新技術企業證書，可享有優惠稅率15%（二零一七年：25%）。

計入損益之所得稅開支金額如下：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香港利得稅

－年內稅項 714 15   

714 15   

即期－中國

－年內稅項 7,157 5,383

遞延稅項 1,706 (3,923)   

9,577 1,475   

年內業務之所得稅開支與年內溢利乘以適用稅率之對賬如下：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 53,267 33,116   

按當地稅率16.5%（二零一七年：16.5%）計算之稅項 8,789 5,464

在其他司法權區經營之附屬公司之不同稅率影響 (661) 1,426

毋須納稅收益之稅務影響 (2,413) (3,262)

不可用作扣稅開支之稅務影響 2,071 1,012

未確認稅項虧損之稅務影響 2,228 1,267

之前未確認及未動用稅項虧損現確認為遞延稅項資產之影響 – (3,923)

動用之前未確認之稅項虧損之稅務影響 (437) (509)   

所得稅開支 9,577 1,475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未動用稅項虧損約95,55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116,051,000港元）可

供抵銷日後之溢利。上述尚未確認之稅項虧損可能會於五年內或無限年期轉結，視乎相應稅務司法權區而定。於

二零一八年，概無就未動用稅項虧損約87,177,000港元（二零一七年：88,916,000港元）確認稅項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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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各個年度之任何股息。

10.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約43,69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31,641,000

港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約5,472,000,000股（二零一七年：5,284,603,000股）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概無任何具攤薄作用的潛在普通股（二零一七年：無攤薄作用），

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11.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245,224 116,806

應收票據 306 –   

245,530 116,806   

本集團與其客戶之貿易條款主要以信貸方式進行，惟新客戶一般須預先付款。信貸期一般為30日至360日（二零

一七年：30日至120日）。逾期結餘由高級管理層定期審閱。貿易應收款項均為不計息。

於報告期末之貿易應收款項（扣除減值）按貨物交付日期計算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145,571 31,853

91日至180日 40,489 28,077

181日至一年 31,276 47,564

超過一年 27,888 9,312   

245,224 116,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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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應收款項虧損撥備之對賬︰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月一日 3,044 2,730
年內虧損撥備增加 2,236 314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5,280 3,044   

本集團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簡化法，就所有貿易應收款項使用全期預期虧損撥備計提預期信貸虧損撥
備。為計量預期信貸虧損，貿易應收款項已按照共有的信貸風險特徵及逾期日數分類。預期信貸虧損亦包括前瞻

性資料。

即期
逾期超過

30日
逾期超過

90日
逾期超過

180日
逾期超過

365日 總計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加權平均預期虧損率 0% 0% 0% 0% 93% 2%
可收回金額（千港元） 192,421 35,301 10,166 6,959 5,657 250,504
虧損撥備（千港元） – – – – (5,280) (5,280)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加權平均預期虧損率 0% 0% 0% 0% 51% 3%
可收回金額（千港元） 100,958 4,086 5,684 3,211 5,911 119,850
虧損撥備（千港元） – – – – (3,044) (3,044)       

12.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款項 86,854 105,021
應付票據 239,527 20,632   

326,381 125,653   

於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若干應付票據由已質押銀行存款擔保。

貿易應付款項按發票日期計算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下列賬齡之未償還結餘：

180日內 58,778 34,577
181日至一年 3,494 65,235
一年至兩年 24,237 390
超過兩年 345 4,819   

86,854 1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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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核數師報告書摘要

以下為本公司外聘核數師的獨立核數師報告書摘要。

有關持續經營之重大不明朗因素

我們注意到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當中提到，　貴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錄得淨流動負債約343,351,000港

元。此情況顯示存在重大不明朗因素令 貴公司持續經營的能力成疑。就此事項而言，我們並未作出保留意見。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整體財務業績

久融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向本公司股東呈列本年報以及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內」）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543,276,000港元，與去年同期約279,889,000港元比

較，大幅增加約94%。本集團錄得毛利約122,381,000港元，與去年同期約78,216,000港元比較，大幅增加約56%。本

集團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達至約43,690,000港元，與去年同期約31,641,000港元比較，大幅增加約38%。本

公司每股基本溢利約0.80港仙，而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基本溢利約0.60港仙。於二零一八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結餘約42,627,000港元（二零一七年：約123,888,000港元）。

營業額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543,276,000港元，有關營業額主要來自數碼視頻業務、新能源汽車業務、雲生態大

數據業務及物業發展。

於二零一八年，本集團業務分為五個（二零一七年：五個）可報告分類。

(i) 數碼視頻業務

本集團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數源久融技術有限公司（「數源久融」）從事研發、生產及銷售數碼電視機（「電視
機」）、高清液晶體顯示電視機及機頂盒以及提供數碼影音業有關電訊、電視機及互聯網整合應用方案。

(ii) 新能源汽車業務

本集團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久融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久融新能源」）進行新能源汽車及相關產品、充電設施及智
能管理系統之建設、應用及管理。

(iii) 雲生態大數據業務

本集團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杭州雲棲雲數據有限公司（「雲棲雲數據」）進行雲生態大數據之應用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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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物業發展

本集團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杭州长运綠云置业有限公司於杭州進行大數據產業園物業發展。預期園區將建有「雲
生態系統」，通過構建雲生態，將物聯網、大數據、雲計算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如AR╱VR、人臉識別、數碼地圖

等）及通訊技術（如5G、LTE-V、NB-IOT等）貫穿雲產業園各個環節，打造全國首個全智能感知、互聯互通的雲生

態園區。於二零一八年，本集團完成收購黑龍江新綠洲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新綠洲」）46%權益，新綠洲將為

本公司之聯營公司，主要從事開發中國哈爾濱利民開發區之產業園、商業及住宅物業發展。

(v) 物業投資

本集團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杭州长运綠云置业有限公司進行物業投資，以自杭州大數據產業園賺取租金收入。

毛利率

於回顧年度，毛利率由約28%減至23%。

開支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已就其營運採取嚴格成本控制。本集團管理層堅信，維持高水平開支成本控制對本集團有利。因

此，管理層定期檢討及更新有關控制及程序，確保實現成本控制目標。

財務狀況及流動性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資產負債比率為1.90（二零一七年：3.46），乃按本集團債項淨額除以資本加債項淨額計

量。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用流動負債淨值，二零一七年的流動比率及速動比率分別約1.15及0.51。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產生自經營業務所得現金約163,663,000港元（二零一七年：動用約351,640,000港元）。於二零一

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約42,627,000港元（二零一七年：約123,888,000港元）。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股東權益盈餘約462,976,000港元（二零一七年：股東權益盈餘約437,389,000港元）。

本集團流動資產約900,798,000港元（二零一七年：1,073,223,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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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債項淨額約1,155,544,000 港元（二零一七年：債項淨額約769,981,000港

元）。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由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16,806,000港元增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245,530,000港元。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就貿易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約2,236,000港元計提撥備（二零一七年：就貿易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提

撥約314,000港元）。

資本開支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資本開支總額約114,321,000港元（二零一七年：約282,165,000港元），主

要用作新能源汽車業務之業務發展，包括於杭州及武漢設立電動車充電站。

資產質押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質押其若干銀行存款約135,848,000港元（二零一七年：質押約141,251,000港

元以取得其銀行貸款及應付票據的抵押）以取得銀行貸款及其應付票據的抵押。

重大收購事項及重大投資事項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以代價人民幣142,600,000元完成收購黑龍江新綠洲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46%股權。有關收購事項

的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十月十二日的公告。

資本架構

於回顧年度，本公司資本架構概無變動。

重大證券投資

本集團投資杭州東部軟件園股份有限公司4,400,000股股份，該公司為一間於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掛牌之公司（股

票代碼：832968）。投資成本總額為人民幣24,860,000元。杭州東部軟件園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要業務為從事軟件園之建
設、管理及營運，有關業務與本集團之大數據產業園相似，故本集團於不久的將來可能與東部軟件園合作，或本集團於
適當時候可能進一步投資東部軟件園。

激烈競爭風險

本集團數碼視頻業務面對激烈競爭，而該競爭對數碼視頻業務產品的價格構成下調壓力。本集團之市場地位取決於估計

及應付競爭的能力，包括引入全新或經改良的產品及服務、競爭對手的定價策略以及客戶喜好。倘本集團未能維持類似

產品或服務具競爭力的價格或提供具特色的產品或服務，則客戶或會流向競爭對手。此外，競爭或會導致價格下降、毛

利率下跌以及本集團市場佔有率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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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供應不穩定風險

新能源汽車業務依賴穩定的電力供應為電動車充電。為確保穩定的電力供應及降低電力成本，充電時間主要預定為午夜

至早上四時正，而社會對電力的需求及電費於該時段為最低。

充電安全

新能源汽車業務最主要的風險為充電安全。本集團已利用員工手冊指導員工如何操作充電樁，當發生異常充電情況時，

充電樁將會自動停止運作，以保持高度安全。

外匯及貨幣風險

由於本集團大部分業務交易、資產及負債主要以本集團實體之功能貨幣列值，故面對之外匯風險甚低。本集團現時並無

就外匯交易、資產及負債制定外匯對沖政策。本集團將密切監控其外匯風險，並於需要時考慮對沖重大外匯風險。

或然負債及資本承擔

本集團於回顧年度並無任何或然負債（二零一七年：無）。本集團於回顧年度的資本承擔約252,460,000港元（二零一七

年：約145,440,000港元）。

僱員福利與開支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307名僱員（二零一七年：292名僱員）。年內支付僱員薪酬總額約

42,09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約34,298,000港元）。本集團根據工作職責、工作表現及專業經驗釐定僱員薪酬。本集

團亦不時為僱員提供在職培訓，旨在提高僱員的知識及技能及提升僱員整體素質。

業務回顧及展望

本集團主要從事(1)生產及銷售數碼電視機（「電視機」）、高清液晶體顯示電視機及機頂盒以及提供數碼視頻業有關電
訊、電視機及互聯網整合應用方案（「數碼視頻業務」）；(2)新能源汽車及相關產品、充電設施及智能管理系統之建設、應

用及管理（「新能源汽車業務」）；(3)雲生態大數據產業之應用及管理（「雲生態大數據業務」）；(4)大數據產業園商業及住宅

物業發展（「物業發展」）；及(5)以自大數據產業園賺取租金收入之物業投資（「物業投資」）。

憑藉營運上述業務的成功，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股東應佔溢利43,690,000港元（二零一七

年：31,641,000港元），較去年大幅增加約38%。

儘管數碼視頻業務行業競爭持續激烈，本集團數碼視頻業務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營業額維持增長，約

256,988,000港元（二零一七年：165,788,000港元），與去年同期相比大幅增加約55%。

新能源汽車業務於二零一八年的發展欣欣向榮，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營業額271,205,000港元

（二零一七年：111,249,000港元），較去年大幅增加約144%。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正於杭州營運

24個電動車充電站，共有2,779個40KW/H交流電充電槍、18個7KW/H交流電充電槍、237個60KW/H直流電充電槍、

190個80KW/H直流電充電槍及20個120KW/H直流電充電槍投入運營。本集團已於武漢設立兩個電動車充電站，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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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個7KW/H交流電充電槍及16個40KW/H交流電充電槍投入運營。本集團正於南京設立兩個新電動車充電站，共有六

個7KW/H交流電充電槍、10個40KW/H交流電充電槍及12個60KW/H直流電充電槍以及32個120KW/H直流電充電槍正

在興建。董事會認為，中國政府強調使用新能源汽車及減少碳排放，且最近發出「關於進一步完善新能源汽車推廣應用

財政補貼政策的通知」，表示增加支持設立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及其相關運營，故新能源汽車業務具備龐大增長潛力。本

集團將繼續投資新能源汽車業務，並進一步於杭州及中國其他省份設立電動車充電站，以獲取電動車充電站的市場佔有

率，旨在成為中國最大的新能源汽車充電設施運營商之一。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自雲生態大數據業務錄得營業額4,956,000港元（二零一七年：2,227,000

港元），較去年大幅增加約123%。完成收購杭州长运綠云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權後，位於杭州西湖區云栖小鎮由杭州
长运綠云置业有限公司擁有的產業園將會成為本集團首個大數據產業園。預期園區將建有「雲生態系統」，通過構建雲
生態，將物聯網、大數據、雲計算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如AR/VR、人臉識別、數碼地圖等）及通訊技術（如5G、LTE-V、

NB-IOT等）貫穿雲產業園各個環節，打造全國首個全智能感知、互聯互通的雲生態園區。本集團將與西湖區及云栖小鎮
地方政府部門，以及阿里云及西湖电子等著名雲計算大數據企業攜手共同打造大數據產業園，從而擴展本集團雲數據業

務市場。

董事將繼續(1)密切評估上述業務的表現；(2)投資新能源汽車業務、雲生態大數據業務及大數據產業園物業發展；(3)積極

開拓新業務或投資；及(4)考慮尋求可加強本集團財務狀況的集資機會，以提升本集團價值，而此舉符合本公司及股東

的整體利益。

納入MSCI香港微型股指數成份股

董事欣然宣佈，本公司自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收市起，已獲納入為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MSCI」）的MSCI香港微

型股指數成份股。

董事會相信，獲納入指數顯示投資者對本公司於資本市場的表現之認同及信心，以及投資者認可本公司在市場價值、營

業額、溢利及股份流動方面的理想表現，此將進一步加強本公司的企業形象及促進其業務發展。本公司對本集團業務

（尤其是新能源汽車業務）的長期發展樂觀，本集團旨在成為中國最大的新能源汽車充電設施運營商之一。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年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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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行為守則」），其條款不比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規定的標準寬鬆。本公司已就全體董事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是否一直遵守標準守則及行為守則
所載的規定標準向彼等作出具體查詢。

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一直遵守標準守則及行為守則所載的規定標準。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董事會深信企業管治為本公司成功的關鍵，並已採取各項措施，確保維持高水平企業管治以保障股東、投資者、

客戶及員工的權益。

本公司已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守則
條文」），惟以下所列及解釋偏離原因的若干偏離則除外。

1.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A.2.1條，其訂明（其中包括）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作出劃分，不應由同一位人

士擔任。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責須明確區分，並以書面形式訂明。

於年內及截至本報告書日期，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位一直懸空。董事會將繼續不時檢討目前之董事會架構，若物

色到具備適當知識、技能及經驗之人選，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作出委任以填補空缺。

2.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A.6.7條，獨立非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必須出席股東大會，並對股東之意見有公

正之了解。由於其他業務承諾，一名執行董事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未能出席於二零一八年六月四日舉行之股東

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

然而，股東週年大會至少有兩名執行董事出席，以使董事會對本公司股東之意見有公正之了解。

3.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E.1.2條，董事會主席必須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邀請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及任何其他委員會（如適用）之主席出席。倘該等委員會主席未能出席大會，彼應邀請有關委員會另一

名成員（或倘該名委員會成員未能出席，則其正式委任代表）出席。該等人士須在股東週年大會上回答提問。

由於其他業務承諾，審核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之主席未能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4.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C.2.5條，本集團應設有內部審核職能。於年內，本集團就設立內部審核部門的需

要進行檢討。由於本集團精簡的營運架構及潛在成本負擔，本集團決定將暫時不會設立內部審核部門及董事會將

會直接負責本集團之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制度。

董事會已採取補救方法、行動及措施，確保本公司在各方面嚴格遵守上市規則及企業管治守則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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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遵照上市規則第3.21條之規定設立審核委員會，以審查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制度，並向董

事會提供建議及意見。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年內全年業績，包括本公司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

本集團核數師之職責範圍

初步公告所載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綜合

權益變動表及相關附註所列數字，已獲得本集團核數師中匯安達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同意該等數字乃截至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列的數額。中匯安達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就此執行之相關工作

並不構成按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業務準則或香港鑒證業務準則而進行的鑒證業務約定，因

此中匯安達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亦不會就初步公告作出具體保證。

刊發業績公告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業績可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com.hk及本公司

網站http://www.irasia.com/listco/hk/2358瀏覽。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報，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

東及載於上述網站。

董事會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邵梓銘先生

汪麗萍女士

尹建文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王寧先生

吳亦農先生

袁錢飛先生

承董事會命

久融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邵梓銘

香港，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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