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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
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研 祥 智 能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EVOC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08）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變動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百分比

收益 513,455 555,032 –7.5%
其他收入 135,151 101,914 +32.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20,083 22,493 –10.7%
每股盈利 0.016 0.018
基本（人民幣元）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股息（二零一八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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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業績

董事會（「董事」）欣然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連同二零一八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業績比較數字如
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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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4 513,455 555,032
銷售成本 (427,068) (495,412)

毛利 86,387 59,620
其他收入 4 135,151 101,914
銷售及分銷成本 (16,325) (16,296)
行政費用 (33,708) (26,248)
其他經營開支 (49,260) (37,068)
財務成本 (98,898) (55,297)

除所得稅前溢利 6 23,347 26,625
所得稅費用 7 (3,264) (4,132)

本公司持有人於期間收益及全面收入總額 20,083 22,493

每股盈利 — 基本及攤薄 9 人民幣0.016 人民幣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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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已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749,596 760,954
投資物業 2,044,927 2,044,931
租賃土地預付款項 42,520 42,521
遞延稅項資產 27,813 24,387

非流動資產總額 2,864,856 2,872,793

流動資產
存貨 11 48,995 37,301
發展中物業 881,045 863,600
待售物業 1,000,476 964,455
租賃土地預付款項 508 1,016
應收賬款 12 253,352 131,211
應收票據 38,185 34,115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206,628 259,632
合約成本 3,170 3,170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 5,028
可收回所得稅 — 3,416
現金及銀行結餘 1,265,317 1,079,953

流動資產總額 3,697,676 3,382,897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3 917,691 740,185
應付票據 13 5,594 1,500
合約負債 195,034 195,034
其他應付款項、應計費用及預收款項 112,881 305,370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 397
銀行借款 14 1,334,622 1,268,081
應付所得稅 7,967 17,585

流動負債總額 2,573,789 2,528,152

流動資產淨值 1,123,887 854,74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988,743 3,727,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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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已審核）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款 14 1,350,618 1,109,496
遞延稅項負債 358,698 358,698

非流動負債總額 1,709,316 1,468,194

資產淨值 2,279,427 2,259,344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5 123,314 123,314
儲備 2,156,113 2,136,030

總權益 2,279,427 2,259,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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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股東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本 股份溢價
法定盈餘

儲備
物業 

重估儲備 換算儲備 保留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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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日 123,314 8,586 79,942 478,522 543 1,568,437 2,259,344

期間全面收入 — — — — — 20,083 20,083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23,314 8,586 79,942 478,522 543 1,588,520 2,279,427

於二零一八年 
一月一日 123,314 8,586 79,942 444,575 445 1,411,497 2,068,359

期間全面收入 — — — — — 22,493 22,493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23,314 8,586 79,942 444,575 445 1,433,990 2,090,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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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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現金來自淨額 78,511 39,117

投資業務流出之現金淨額 (128,569) (360,229)

融資業務增加之現金淨額 235,422 69,841

增加╱（減少）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額 185,364 (251,271)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79,953 681,100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65,317 429,829

現金及現金等值結餘之分析：
銀行及現金結餘 1,265,317 429,829
減：已質押銀行結餘 —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65,317 429,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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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公司背景

研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本公司」）乃一間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之股份有限
公司。本集團之註冊辦事處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市南山區高新中四道31號研祥科技大廈。

2. 主要業務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研究、開發、製造及分銷特種計算機、裝配及買賣電子產品與配件及中國物業
發展。特種計算機是一種可嵌入一項產品、裝置或大型系統之內，並可讓用戶就一種或多種特定
功能（例如數據之處理、產生、詮釋及執行控制訊號等）執行軟件應用之電腦系統。本集團所製造
及分銷之特種計算機產品廣泛應用於電訊、工業、發電、視頻控制、運輸、互聯網、商業及金融
等範疇。

3. 呈報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未經審核。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本公司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八日在中國根據公司法成立為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其H股於二零零
三年十月十日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聯交所」）（「創業板」）上市，並於二零一零年七
月十二日於聯交所轉主板上市。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之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
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上
市規則附錄十六之披露規定編製，並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
務報表所用者一致。本未經審核綜合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之季度業績乃根據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按照歷史成本法編製，惟就重估樓宇及投資物業之價值作出調
整。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已應用若干準則，已修訂之準則及詮釋。採納該
等準則，修訂之準則及詮釋並未對集團之未經核準綜合財務報告業績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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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營業額及其他收入

營業額代表向客戶出售貨品及提供服務之發票值，扣除估計客戶退回、貼現及其他類似撥備，並
不包括增值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銷售特種計算機產品（附註） 186,122 147,414

銷售電子產品與配件（附註）
— 計算機組件 836 195,768
— 手機及配件 314,446 208,062

銷售物業 12,051 3,788

513,455 555,032

其他收入
投資物業租金總額 94,929 77,002

減：租賃投資物業產生之直接經營開支（包括維修及保養） (32,013) (32,228)

62,916 44,774

銀行利息收入 5,433 1,617

增值稅（「增值稅」）優惠 — 11

政府補貼 35,958 51,589

維修及保養收入 2,768 1,824

分包收入 11,197 3,032

雜項收入 17,181 1,627

淨外匯差額 (302) (890)

135,151 103,584

648,606 658,616

附註： 2018年分類後數字已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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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部資料

本集團按主要經營決策人（「主要經營決策人」）審閱並用以作出策略決定之報告釐定其經營分部。

本集團有兩個可報告經營分部。因各業務提供不同產品及服務且所需業務策略有所不同，故該等
分部乃分開管理，並需要不同業務策略。以下概要載述本集團各可報告分部之業務：

— 研究、開發、製造及分銷特種計算機產品、裝配以及買賣電子產品與配件

— 發展物業作銷售及投資用途

分部間交易乃經參考就類似訂單向外部人士收取之價格定價。公司開支、公司資產及公司負債並
不會分配至可報告分部，原因是其不會被主要經營決策人於評估分部表現時用以計量分部溢利、
分部資產及分部負債。

 (a) 損益及資產負債資料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止

特種計算機 

產品及電子 

產品與配件 物業發展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外部收入 501,404 12,051 513,455

可報告分部溢利╱（虧損） 51,733 (31,650) 20,083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可報告分部資產 1,438,042 3,547,566 4,985,608

可報告分部負債 565,488 773,627 1,339,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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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止

特種計算機 
產品及電子 
產品與配件 物業發展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外部收入 551,244 3,788 555,032

可報告分部溢利╱（虧損） 20,666 (22,596) (1,930)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可報告分部資產 1,238,042 2,883,476 4,121,518
可報告分部負債 535,488 797,229 1,332,717

 (b) 可報告分部溢利或虧損之對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可報告分部溢利╱（虧損） 20 (1,930)

其他收入 135,151 101,914
未分配公司開支 (16,190) (18,062)
財務成本 (98,898) (55,297)

除所得稅前溢利 20,083 26,625

6. 除所得稅前溢利

除所得稅前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下列項目後達致：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395,055 462,348
已確認為開支之物業銷售成本 32,013 33,064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21,097 17,919
租賃土地預付付款之攤銷 866 86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淨額 — 33
經營租約最低租賃款項 2,188 1,895
研發及開發成本 43,820 31,041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福利、花紅及津貼 46,520 47,481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6,676 3,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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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支出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中國企業所得稅乃按年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25%計算。本公司於中
國成立之若干附屬公司在動用已結轉稅項虧損後，自其首個獲利年度起計兩年內獲豁免繳納所
得稅，並有權於其後三年獲寬免50%所得稅。其中一間附屬公司獲豁免繳納50%的所得稅（二零一
八年：獲豁免繳納50%所得稅）。

本公司獲認為高新技術企業，並享有15%之特許稅率。本公司須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一日稅務優
惠期屆滿時再次申請稅務優惠待遇。

報告期內，其他附屬公司須按25%（二零一八年：25%）之稅率繳納所得稅。

中國土地增值稅就土地增值，即出售物業所得款項減可扣稅開支（包括土地使用權成本及所有物
業開發成本），按累進稅率30%至60%徵收。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附屬公司於報告期間須就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二零一八年：16.5%）繳
納香港利得稅。於報告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繳納香港利得稅。由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
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並無估計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該年度計提香港利得稅撥備。

8.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任何股息（二零一八年：無）。

9. 普通股股東應佔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乃按二零一九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計溢利約人民幣20,083,000元（二零一八年：約人民幣22,493,000元）及已發
刊內資股及H股之加權平均發行量之1,233,144,000股（二零一八年：1,233,144,000股）計算。

於報告期內，概無發行潛在具攤薄性之內資股及H股，故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
日止之每股攤薄盈利金額均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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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土地及樓宇 租賃物業裝修 廠房及機械
傢俬、裝置

及設備 汽車 在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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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值或估值：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527,106 98,495 26,554 105,721 16,346 164,610 938,832
增添 — 3,302 — 6,437 — — 9,739
出售 — — — — — — —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527,106 101,797 26,554 112,158 16,346 164,610 948,571

累積折舊：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 66,314 19,929 78,730 12,905 — 177,878
期內扣除 — 17,351 1,942 1,716 88 — 21,097
出售時撥回 — — — — — — —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 83,665 21,871 80,446 12,993 — 198,975

賬面淨值：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527,106 18,132 4,683 31,712 3,353 164,610 749,596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已審核） 527,106 32,181 6,625 26,991 3,441 164,610 760,954

11. 存貨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已審核）

原料 36,486 29,797

半製成品 8,046 7,402

製成品 10,419 6,058

54,951 43,257

減：存貨撥備 (5,956) (5,956)

48,995 37,301



– 13 –

12. 應收貿易賬款

除新客戶一般需預先付款外，本集團與客戶之付款條款主要以信貸形式進行，信貸期一般為30日
至90日不等，主要客戶最多可達180日信貸期。各客戶均有其最高信貸額。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計算之應收賬款總額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已審核）

零至90日 249,003 123,235

91至180日 4,325 7,199

181至365日 211 682

365日以上 — 95

應收賬款總額 253,539 131,211

減：減值虧損撥備 (187) —

253,352 131,211

13.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已審核）

應付賬款 917,691 740,185

應付票據 5,594 1,500

923,285 741,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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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已審核）

零至90日 813,412 636,568

91至180日 33,264 35,693

181至365日 12,995 13,441

365日以上 58,020 54,483

917,691 740,185

14. 銀行借款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已審核）

有抵押銀行借款 2,685,240 2,377,577

於報告期末，總銀行借款之償還期限如下：

應要求或一年以內 1,334,622 1,268,081

一年以上但兩年以內 180,000 79,478

兩年以上但五年以內 280,618 245,018

五年以上 890,000 785,000

2,685,240 2,377,577

15. 股本

股份數目 人民幣千元

已註冊、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1,233,144,000 123,314

包括：
每股面值人民幣0.1元之內資股 924,792,000 92,479

每股面值人民幣0.1元之海外上市H股 308,352,000 30,835

1,233,144,000 123,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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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資股及海外上市H股均為本公司之普通股。然而，海外上市H股僅可由香港、澳門、台灣或任何
中國以外之國家之法人及自然人之間以港元認購及買賣，而內資股僅可由中國（香港、澳門及台
灣除外）之法人或自然人之間認購及買賣，並必須以人民幣認購及買賣。有關H股之所有股息將
由本公司以港元派付，而有關內資股之所有股息將由本公司以人民幣派付。除上文外，所有內資
股及H股之間在所有方面均具有相同地位，且就所有已宣派、派付或作出之股息或分派具有相等
地位。

16.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興建中國無錫市一個服務外包中心、於中國江蘇省昆山市的
商業及住宅物業及於中國浙江省杭州市興建生產廠房、辦事處及員工宿舍之已訂約但未作撥備
之資本約人民幣511,800,000元（二零一八年：約人民幣680,800,000元）。

17. 關連人士交易

回顧期內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關連人士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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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財務回顧

營業額

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而言，本集團錄得未經審核收入約人民幣
513,500,000元（二零一八年：約人民幣555,000,000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7.5%，主要原
因為計算機組件銷售減少所致。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變動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百分比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銷售特種計算機產品（附註） 186,122 147,414 +26.3%
銷售電子產品及配件（附註）

— 計算機組件 836 195,768 –99.6%
— 手機及配件 314,446 208,062 +51.1%
銷售物業 12,051 3,788 +218.1%

513,455 555,032

附註： 2018年再分類後數字已調整。

其他收入

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而言，本集團錄得未經審核其他收入約人民
幣135,200,000元（二零一八年：約人民幣101,900,000元）較去年同期上升約32.6%，上升
主要原因是因為投資物業租金及政府補貼增長所致。

毛利

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而言，毛利率上升由去年同期之約10.74%至約
16.82%。毛利率增加主要是由於減少毛利率較低的貿易生意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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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溢利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未經審核溢利約人民幣20,100,000元
（二零一八年：約人民幣22,500,000元），較去年同期下降約10.7%。下降主要原因是財
務成本費用增加所致。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股東資金╱資產淨值約人民幣2,279,000,000元，
主要包括銀行結餘約人民幣1,265,000,000元、存貨約人民幣49,000,000元、發展中物業
約人民幣881,000,000元及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約人民幣292,000,000元。長期銀行
借款約人民幣1,351,000,000元。本集團之流動負債主要包括銀行借款約人民幣
1,335,000,000元、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約人民幣923,000,000元，合約負債及其他應
付款項及應計費用約人民幣308,000,000元。本集團每股資產淨值約人民幣1.85元。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約為65.3%（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約64.1%），資產負債比率為本集團之總負債除以總資產。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抵押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投資物業、租賃預付
款項及在建工程，賬面值合共約人民幣3,442,000,000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約人民幣3,442,000,000元），以作為本集團所獲銀行貸款及一般銀行融資之抵押品。除
上述者外，概無押記本集團其他資產。

僱員資料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共聘用855名僱員。本集團就回顧期內發放的酬金
約人民幣46,500,000元（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47,500,000元）。本集團之僱
員薪酬政策乃以彼等之表現、經驗及現時之業內常規為基準。本集團亦為香港僱員提
供法定之強制性公積金福利，以及為中國僱員設立法定退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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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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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波動風險

由於本集團大部分交易以人民幣為單位，故本集團之營運或流動資金並無因回顧年
度之貨幣匯率波動而陷入重大困境或受到影響。

資本架構

本集團於期內資本架構並無任何變動。

重大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

本集團於期內並無作出任何重大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

業務回顧

回顧期間，本公司繼續於中國從事研究、開發、製造及分銷特種計算機產品，致力於
提升和改造中國傳統產業。同時，本公司亦從事裝配及買賣電子產品與配件及中國物
業發展。

期間，受中國經濟GDP增速進一步下降，中美貿易磨擦持續反覆影響，國內特種計算
機市場需求較往年有所收縮。中國內地社保、公積金、個人所得稅繳納制度完善化以
及對環境保護和安全生產要求更加嚴格，致使企業運營成本持續攀升，同時催生周邊
供應鏈的材料成本快速增長。中國內地一線城市房價高居不下，外地務工人員總數減
少，致使企業用人成本持續上升，整個行業贏利能力受到極大挑戰。

自2019年以來，美國商務部頒布的「實體企業」名單納入越來越多的中國內地企業實
體，對源自美國的IC（電子集成電路）的供應增加了更多的不確定因素。日韓貿易衝
突，引發存儲類集成電路價格上揚。以上種種，導致特種計算機原材料的可獲得性和
價格上漲風險加劇。隨著國際貿易環境的不確定性增加，製造產業市場主體信心不
足，市場對信息產品的更新迭代動力不足，新生代的消費期望降級，進一步減弱了特
種計算機的市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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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面對不斷變化的國內外環境，適時調整市場預期和經營策略，優化產品結構，
降低生產成本，增加智能化設備減少用工。本公司始終堅持「質量第一」原則，嚴格按
照全流程、全方位的品質管控措施，不因各項成本上升而犧牲質量。本公司不斷加大
產品研發投入及對生產設備智能化升級，精準聚焦高品質、高可靠的市場細分領域，
維持高端品牌聲譽，培育行業優質客戶。

本公司堅持運營微信、微博、抖音等自媒體平台，加強與客戶的雙向便捷溝通，打造
專屬私域流量。與此同時，本公司仍然推行以直銷、經銷、網銷、電話銷售等結合的
多元化銷售模式，以尋找更為契合的、願意為質量買單的市場和客戶。

科技產業園區發展和其他物業發展

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期間，全年房地產項目實現房地產銷售總收入約為人民幣
12,000,000元。無錫深港國際（「無錫」）A1段已落成總建築面積約為260,000平方米，由
辦公、商業公寓及商鋪共12棟物業組成，目前正在銷售中；無錫A2段已落成總建築面
積約為143,000平方米，由84棟多層辦公物業組成，目前正在銷售中；崑山市淀山湖鎮
荷瑪詩國際花園第二期已落成總建築面積約為56,000平方米，由86棟別墅物業組成，
預期將於2019年全面落成；南通市研祥智谷項目一期已落成總建築面積約為72,800平
方米，由39棟辦公物業組成，工程大部份巳峻工，將於2019年完成內部裝修；崑山市
花橋鎮研祥國際金融中心設計為56層的250米超高層建築，預計2022年全面落成。

出租物業收入

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期間，本集團已出租總面積合計約達313,000平方米，1–6月本集
團實現租賃收入約為人民幣95,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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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與產品

本公司堅持自主創新，繼續開展特種計算機的研究與應用。本公司聯合國內多家科研
院校及應用單位，深入合作開展工業互聯網智能節點特種計算機產品的開發與產業
化，加強軟硬件適配，推出系統解決方案。

於2019上半年，本公司重點研發的新產品包括：

1. 面向行業應用的自主可控工業服務器

面向通訊，金融等信息安全要求高的行業，提供自主可控工業服務器系列產品，
配備研祥自主研發的BIOS技術及安全管理軟件。

2. 高性能多擴展網絡計算平台

該產品面向工業控制系統安全，雲安全，物聯網安全三大安全領域，提供防火牆，
防毒牆，物理隔離，入侵檢測等應用的網絡計算平台。

營銷與品牌

本公司繼續採取以直銷、經銷、線上、線下銷售相結合的多元化銷售模式，充分結合
線上線下資源，採用行業展會、經銷商會、研討會、行業媒體合作、搜索引擎競價、
自媒體運營等方式進行全面整合營銷傳播。本公司將營銷方式與客戶行業密切結合，
加強投入自主可控領域，與上下游合作夥伴展開合作。

本公司採取扁平化的渠道模式，全方位立體化提供行銷支持，獲得經銷商夥伴的認
可。本公司加強渠道資源的投入，與經銷商夥伴更加緊密的配合一起攻關項目，完成
銷售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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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建立多維培訓體制，以研祥智谷學院為中心，借助互聯網培訓平台或者技術，
通過全國主題循環培訓、集中授課培訓，網上課程培訓等途徑，為經銷商和員工提供
銷售系統系列專題培訓，技術系統系列專題培訓，分享行業、應用案例等培訓。

前景與展望

當前，在中美貿易磨擦愈演愈烈的大環境下，中國乃至世界經濟形勢愈發複雜和不確
定，國外芯片(IC)的可獲得性和價格上漲風險加劇，對特種計算機的持續生產和技術
創新置留較大隱憂。同時中國正面臨人口紅利逐漸消失，而環境保護和安全生產法規
越來越嚴格，企業繳納社會保險和公積金制度更加完善，大量製造企業轉移東南亞或
遷入中國內陸城市，特種計算機及原材料周轉成本及人力成本上升趨勢明顯。新興發
展中國家借助本地廉價勞動力成本優勢及國際產業轉移機遇加速追趕，更加劇了特
種計算機市場競爭的激烈程度。展望未來，中國預期經濟運行平穩，但不確定性也在
繼續增加，中國特種計算機市場將有更大的挑戰，我們對發展前景審慎樂觀。

本公司將繼續專注特種計算機領域，致於打造品牌優勢和質量口碑，持續培育市場需
求。本公司對傳統產品基於競爭態勢，將做出調整，不排除減少一些不贏利的產品研
發和生產。

按上市規則所需提供的資料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於回顧期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的條文，
並無任何偏離。本公司之董事並無知悉任何資料可合理地顯示本公司於本期間內任
何時間內未能遵守守則內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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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交易

董事會己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集團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本公司所有董事確認，於二零
一九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期間內，彼等之證券交易均遵守標準守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包括余達志先生、董立新先
生及張大鳴先生。余達志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董事會所採納之審核委員會書面職
責範圍符合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審核委員會負責審閱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滙報程
序及內部監控制度，並向董事會提供意見及推薦建議。委員會每半年舉行一次會議，
審閱涵蓋內部核數師之意見、內部監控、風險管理及財務報告事宜。審核委員會已經
與管理層討論並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薪酬與考核委員會

本公司薪酬與考核委員會由一名執行董事耿穩強先生及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董立新
先生及張大鳴先生組成。董立新先生為薪酬與考核委員會主席。董事會已採納之薪酬
與考核委員會書面職權範圍符合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薪酬與考核委員會主要負責
制訂本集團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的所有酬金政策及架構，並向董事會提供意見及建議。

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提名委員會由一名執行董事陳志列先生及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董立新先生及
聞冰先生組成。陳志列先生為提名委員會主席。提名委員會主要負責考慮並向董事會
推薦合適之合資格人士成為董事會成員，亦負責定期及按需要檢討董事會之架構、規
模及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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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監事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監事（「監事」）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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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債券或
相關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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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
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該等條文彼等被視為或當作擁有之權益或淡倉），
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錄於該條所指之登記冊之權益及淡倉，或根據上
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a) 好倉 — 於本公司之權益

董事 權益類別 股份數目 股份類別

持有本公司 
有關類別股份
之概約百分比

持有本公司 
總股本之概約

百分比

陳志列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878,552,400

（附註1）
內資股 95.00% 71.25%

陳志列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46,239,600 

（附註2）
內資股 5.00% 3.75%

附註：

1. 該等內資股由研祥高科技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持有，研祥高科技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由陳志列
先生（「陳先生」）擁有70.5%，及由王蓉女士（陳先生之配偶）擁有29.5%。由於陳先生持有研祥
高科技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三分之一以上之權益，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陳先生被
視為擁有研祥高科技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持有之所有內資股之權益。

2. 該等內資股由深圳市好訊通實業有限公司持有，深圳市好訊通實業有限公司由陳先生擁有
100%。由於陳先生持有深圳市好訊通實業有限公司全部權益，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

部，陳先生被視為擁有深圳市好訊通實業有限公司於本公司持有之所有內資股之權益。



– 24 –

(b) 好倉 — 於相聯法團之權益

董事 相關法團 權益類別

持有相關法團 
總股本之概約 

百分比

陳志列 研祥高科技控股集團 
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70.5%
配偶權益 29.5%

王蓉 研祥高科技控股集團有限
公司

實益擁有人 29.5%
配偶權益 70.5%

附註：  王蓉女士為陳志列先生之配偶，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陳先生被視為擁有
王蓉女士所持股份之權益，而王蓉女士則被視為擁有陳先生所持股份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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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據董事所知，於本公司股份擁有權益或淡倉而須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須向本公司披露，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帶權利於任何
情況下在本公司股東大會上投票之任何類別股本面值10%或以上權益之人士，或名列
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之登記冊內之主要股東如下：

於股份之好倉

本公司股東名稱
持股權益之性質 

及身份 股份數目 股份類別
相關股份類別

百分比
總註冊股本 

百分比

研祥高科技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附註1）

內資股之登記及實
益擁有人

878,552,400 內資股 95.00% 71.25%

陳志列（附註1）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878,552,400 內資股 95.00% 71.25%

深圳市好訊通實業有限公司 

（附註2）
內資股之登記及實
益擁有人

46,239,600 內資股 5.00% 3.75%

陳志列（附註2）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46,239,600 內資股 5.00% 3.75%

附註：

1. 陳先生實益擁有研祥高科技控股集團有限公司70.5%之權益，由於彼有權於研祥高科技控股集團
有限公司之股東大會上行使或控制行使三分之一或以上之投票權，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

部，其被視為於研祥高科技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所擁有之內資股中擁有權益。

2. 該等內資股由深圳市好訊通實業有限公司持有，深圳市好訊通實業有限公司由陳先生擁有100%

之權益。由於陳先生持有深圳市好訊通實業有限公司全部權益，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
陳先生被視為擁有深圳市好訊通實業有限公司於本公司持有之所有內資股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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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

(i)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或彼等各自之聯繫
人士概無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如有）（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股份、相關
股份或債券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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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該等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
有之權益），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列入該條指定之登記冊之權益或淡
倉，或根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及

(ii)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據任何董事或監事所知悉，概無任何人士（不包括本
公司董事、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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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之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擁
有附有權利可在任何情況下於經擴大集團之股東大會投票之任何類別股本面值
10%或以上之權益，或其權益或淡倉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
存置之登記冊之任何其他主要股東。

董事及監事購買股份之權利

期內，概無董事或監事（包括彼等之配偶及未滿18歲之子女）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
（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股份持有任何權益，或獲授予或已行使認購本公司及其
相聯法團之股份之任何權利。

購股權計劃

直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採納任何購股權計劃或授出任何購股權。

競爭性權益

董事、初期管理層股東或任何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概無於與本集
團業務競爭或可能與本集團業務競爭之任何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而彼等與本集團
亦無其他利益衝突。

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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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持股量充足

根據本公司對公眾公佈的資料及董事會所知，董事會確認，截至本報告之日止本公司
公眾持股量一直保持充足。

董事

於本公告日，本集團之執行董事為陳志列先生、曹成生先生及耿穩強先生；獨立非執
行董事為余達志先生、聞冰先生、董立新先生及張大鳴先生。

承董事會命
研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陳志列

中國深圳，二零一九年八月九日

本公司二零一九年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登載於聯交所網站(http://www.hkex.com.hk)
及本公司網站(http://www.evoc.com)。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