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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董事會
執行董事

榮秀麗（主席）
榮勝利（首席執行官）
殷緒全（總裁）
王浩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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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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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小京

公司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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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林耀堅（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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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
韓國平（主席）
榮秀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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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秀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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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數師
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執業會計師
香港
干諾道中111號
永安中心25樓

主要往來銀行
上海商業銀行
中國光大銀行

法律顧問
有關香港法律

盛德律師事務所

有關中國法律

河南博音律師事務所

有關開曼群島法律

Conyers Dill & Pearman

註冊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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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中國主要營業地點及營運總部
中國
北京通州區
中關村科技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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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續）

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灣仔
軒尼詩道314-324號W Square

16樓B室

股份過戶登記處
股份過戶登記總處

Conyers Trust Company (Cayman) Limited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
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54樓

股份代號
6133

公司網站
www.vitalinn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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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維太創科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從事向目標市場提供包括手

機、智能手機、AI及其他設備以及相關業務之產品及服務，涵蓋研發、設計、研製、物料採購、供

應鏈管理、物流以及服務活動。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基於其於電訊市場的豐富經驗及與龐大技術

及服務供應商夥伴網絡的廣闊人脈關係，為其廣大的批發商和經銷商客戶提供服務。 

營商環境轉差
面對中美貿易戰及爆發COVID-19疫情，全球整體經濟於2020年受到衝擊。於2020年上半年，全球

智能手機發貨量繼續快速下滑。根據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 (IDC)於2020年6月14日發表的

數據，於2020年上半年，全球智能手機發貨量為5億部，較去年同期下降18.2%，連續三年下跌。

IDC指出減少部分源於爆發COVID-19疫情所導致配件供應鏈的問題以及經濟低迷所引致的智能手

機需求疲弱。IDC亦報告中國品牌定價具吸引力的新5G智能電話型號增加將有助智能手機市場於

2020年下半年及2021年更快復蘇。

於2020年上半年，本集團致力通過創新及效率維持其客戶基礎。管理團隊繼續調整政策，由追求較

高利潤率改為追求高貨量及較低毛利率以招徠商機。整體市道仍然艱難，惟本集團的發貨量仍能達

到去年約64%。本集團致力在該等交易中提供更佳及更多服務並緊縮對所有經營開支的控制，以提

高利潤率。管理層相信，該等措施將使本集團重回正軌，取得更高銷售量以盡量降低經營虧損。本

集團於香港的經營繼續提供軟件及產品升級及客戶支援，並與深圳及北京的支援團隊緊密合作，

向其全球客戶基礎提供最佳的供應服務，以確保本集團將能及時提供服務及送付。

於2020年，上中游及高端分部市場競爭激烈，而服務供應商集中為彼等的消費者帶來最新科技以

提高價錢。中國市場下行導致許多中國品牌專注出口擴張，特別是在亞洲智能手機市場。本集團致

力提供更佳服務及與更多戰略夥伴合作以增強市場地位。一些中國品牌公司希望藉著於中國以外

國家自設網絡而擴大其服務及銷售覆蓋，由此造成競爭並對本集團於2020年上半年之業績構成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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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2020年全球單邊主義的出現、中美貿易戰加上爆發COVID-19疫情，可見挑戰處處。因此，本集團

的貿易受到不利影響。營商環境及客戶需求不斷改變。本集團銷售收益及溢利受到不利影響。

儘管環境不利、多變且充滿挑戰，本公司成功盡量減輕對業務可能造成的不利影響。於2020年上半

年，來自移動通訊設備的銷售收益由人民幣389.1百萬元下跌至人民幣247.9百萬元，減少約36.3%。

收益下跌主要歸因於環境的不利影響，同時盈利下跌主要歸因於全球同業競爭激烈。毛利於充滿

競爭的環境中持續下跌，以保持對顧客的競爭力。本集團採取犧牲毛利以緊貼客戶需要的策略。此

外，由於全球爆發COVID-19疫情、貿易環境轉差以及中美貿易戰惡化，令本集團產生有關銷售AI

及其他設備之虧損人民幣63百萬元。

根據公眾可得資料，COVID-19的確診病例達到超過20百萬宗。世界正努力嘗試重回正軌。全球央

行和政府採取各種措施，令世界恢復正常。儘管作出許多努力，惟世界經濟仍受到數十年以來前

所未見的嚴重衝擊。國際貿易進入冰河時期，且無法預測何時能恢復至爆發COVID-19疫情前的景

況。世界可能永遠不會回到以前的景況，大流行蔓延的世界亦有可能持續，並成為社會正常狀態。

預期2020年全球經濟將出現負增長。中國為主要經濟體中唯一仍能錄得正增長的國家。在這變化

莫測、瞬息萬變的營商環境中，本集團的手機業務受到不利影響。

於2020年上半年，銷售收益轉差。本集團的供應商和客戶亦陷入同樣的困境。對於智能手機服務

及貿易的主要業務，本公司正嘗試利用其能力協助營商環境恢復正常。

然而，大趨勢是無法改變的。本集團僅能順應環境，本公司明白不明朗因素將繼續為本集團的主要

業務帶來壓力。目前並無一個可解決問題的最佳解決方案，而解決方案非常取決於受爆發COVID-19

疫情後的新常態及商業週期影響的全球需求復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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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本集團一直努力開拓新商機。傳統業務受壓，惟與擊退疫情及醫療領域相關的業務進入發展蓬勃

的時期。

因此，本集團一直在研究及嘗試建立更多的業務單位，以本集團現有的先進製造及技術領域的核

心競爭力為基礎，實現業務的多元化。醫療用品製造設備行業為本集團其中一個可行的戰略方向。

業務展望
根據2020年6月14日發佈的預測，全球智能手機出貨量將下降11.9%至約12億部。由於智能手機恢

復生產及具吸引力的價格，因此情況預期將能於2020年下半年取得重大改善。

中美兩大經濟體之間的聯繫很可能會減弱，因此，保持足夠的商品及服務供應對中國而言至關重

要。甚至在戰略上，中國須進一步提高在製造方面的能力。預期中美之間的緊張關係將繼續為能帶

領世界向前邁進的國際貿易提供惡劣的營商環境，而此政治因素成為影響企業未來營商環境的重

要問題。

中國堅定進行架構重組。中國成功維持經濟正增長，並呈列出可觀的增長率，於2019年年度，現有

國內生產總值規模達到人民幣99萬億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突破10,000美元關口。擴大及依賴消費

的能力將為醫療用品製造設備業務提供有利環境。

地緣政治回歸，本集團相信中國改革長遠而言將帶來重大成功，原因是中國的獨特性、經濟改革及

中國經濟動能。中美兩國之間的局勢緊張及美國執意改寫現有貿易局勢的態度將對全球貿易帶來

波動及不明朗因素，營商信心及氣氛受到不利影響。

本公司預期意識形態的不同及相關矛盾將長期持續。貿易的難關將成為本集團環境的常態，本集

團須對新營商環境有更深入的認識，代入客戶角度成為本公司的主要戰略，以建立應對競爭的基

礎。醫療用品製造設備業務亦有相關風險。

對主要業務而言，本公司將重新定位，回歸基本，在較高端分部中透過探索、創造並與客戶溝通專

注在客戶價值，並提供更合適的產品解決方案以及更全面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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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與此同時，本公司理解業界內競爭越趨激烈，有些人甚至認為市場正長期下跌。然而，本公司預期

5G的出現會令業界邁進下一輪增長。2020年5G智能手機出貨量的新預測為2.5億部，其中70%來自

中國品牌（資料來源：IDC）。本公司將需要作好準備，以抓緊未來的增長。

本集團時刻緊記上述趨勢並相信智能手機廠商日後將尋求組建他們本身的新品牌矩陣以讓未來用

家稱心滿意。配置AI的主流及中價產品的升級速度將會加快。本集團將為新客戶引入更多中國品牌

的智能手機及物聯網，並將銷售拓展的重點放在俄羅斯、中亞等新市場。本集團相信此戰略可順利

推行，因為本集團自身擁有可支援此變化的基礎設施。2020年下半年的銷售量定必大幅提升。

此前，本集團早已考慮抓緊大灣區資產管理的商機。然而，由於受爆發COVID-19疫情影響，本集

團認為2020年上半年並非開展該業務的合適時機。本集團將繼續對資產管理事宜保持審慎樂觀的

態度，亦相信長遠而言，資產管理市場及增長空間龐大，本集團將積極尋找合適時機及商機踏入該

領域。

醫療用品製造設備界的商機
本集團開拓新業務的戰略選擇乃基於本集團手機製造的經驗。尤其是，本集團具備於科技領域的

專業技能及優勢，該等技能及優勢可轉移至醫療用品製造設備界的整合價值及供應鏈中。2020年

上半年，本公司透過提供醫療用品製造設備解決方案，以試驗方式抓緊向中國製造商及中國出口

商提供升級解決方案的機會。中國顛覆性技術、整合價值及供應鏈的力量將繼續帶來創新，刺激經

濟的需求及步伐。本公司相信此將深入發展其主要業務。 



維太創科控股有限公司    2020中期報告

08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財務回顧
收益

本集團按主要產品劃分的來自與客戶所訂合約的收益由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389.1

百萬元減少人民幣34.1百萬元或8.8%至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355.0百萬元。本集

團於2020年首六個月的收益減少乃由於市道較為淡靜及疫情。下表載列明細：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移動通訊設備 247,877 389,140

AI及其他設備 107,124 –
   

355,001 389,140
   

附註： 收益在客戶獲得對貨物或服務的控制權的時間點確認。

下表載列所指期間本集團按地區劃分的收益明細：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香港 247,877 69.8 389,140 100

中國 107,124 30.2 – –
     

355,001 100 389,140 100
     

1. 對香港地區作出的銷售主要包括向若干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手機貿易公司作出的銷售。該等公司銷售智

能手機至多個國家，包括但不限於南亞（不包括印度）、俄羅斯及中東。

本集團於香港銷售產生的收益由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389.1百萬元減少至截至2020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47.9百萬元，減幅為36.3%。此主要因為市道較為淡靜及疫情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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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毛利╱（損）及毛利╱（損）率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毛利╱（損） 毛利╱（損）率 毛利 毛利率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移動通訊設備 1,894 0.76 4,512 1.2

AI及其他設備 (62,970) (58.8) – –
   

(61,076) (17.2) 4,512 1.2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毛損為人民幣61.1百萬元，較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毛利人

民幣4.5百萬元減少人民幣65.6百萬元。移動通訊設備毛利率下降是主要因為不良的價格競爭所致。

AI及其他設備的虧損乃由於全球疫情、貿易環境轉差及中美貿易戰惡化對本集團的買賣AI及其他設

備業務的市場需求及盈利能力造成不利影響。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主要為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銀行存款利息收入零及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人民幣7百萬元。有關減少主要乃由於銀行存款於2019年5月期滿後並無續展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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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持續關連交易

根據北京百納威爾科技有限公司（「百納威爾科技」）與北京百納威爾無線通信設備有限公司（「百納

威爾無線」）訂立的設備租賃協議，百納威爾科技已出租若干設備及設施予百納威爾無線，用於手

機測試用途。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百納威爾無線產生設備租賃付款及租賃付款利息分別

約為人民幣37,000元及人民幣1,000元。

根據北京天宇朗通通信設備股份有限公司（「天宇」）與百納威爾無線訂立的租賃協議，天宇已將位

於中國北京通州區中關村科技園光機電一體化產業基地嘉創二路55號4樓B區的物業租賃予百納威

爾無線，供其經營業務。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百納威爾無線產生租賃付款及租賃付款利

息分別約為人民幣387,000元及人民幣7,000元。

稅項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並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及企業所得稅

撥備。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金來源

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總額由2019年12月31日的人民幣54.7百萬元增加人民幣27.9百萬元至2020

年6月30日的人民幣82.6百萬元。

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按於各有關日期的流動資產總值除以各有關日期的流動負

債總額計算）為7.1，而2019年12月31日則為8.3。

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擁有銀行借貸約人民幣21.1百萬元（2019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20.9百

萬元）。同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按各有關日期的借貸除以各有關日期的資產淨值計算）為

3.59%，而2019年12月31日則為3.17%。

庫存

本集團的總庫存由2019年12月31日人民幣5.4百萬元減少人民幣3.3百萬元至2020年6月30日的人民

幣2.1百萬元。於釐定庫存撇減時，本公司管理層已考慮庫存的後續銷售價格及賬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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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主要包括貿易應收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於2020年6月30日，貿易及其他應收

款項的賬面值約為人民幣11.2百萬元（扣除減值撥備），即較2019年同期減少約人民幣8.9百萬元。

於評估貿易應收款項的可收回性及釐定呆賬撥備時，管理層採納預期信貸虧損模式（受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第9號項下的減值所規限），包括考慮拖欠或延遲付款、貿易應收款項的其後清償情況及賬

齡分析。根據管理層的估計，於2020年6月30日，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撥備約人民幣15百萬元。

預付款項

預付款項主要包括向AI及其他設備供應商及移動供應商支付的預付款項。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

團已向AI及其他設備供應商作出預付款項人民幣99.4百萬元（2019年12月31日：人民幣376.0百萬

元）及向移動通訊設備供應商作出預付款項人民幣489.2百萬元（2019年12月31日：人民幣310.4百

萬元）。

質押資產

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質押其賬面值500,000美元之固定銀行存款，以為本集團之借貸作抵押

（於2019年12月31日：500,000美元）。

或然負債

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外匯風險

本集團以外幣進行若干業務交易，令本集團面臨外幣風險。本集團並無使用任何衍生合約對沖外

幣風險。管理層將密切監察外幣匯率變動，有需要時考慮對沖重大的外幣風險以管理其外匯風險。

股息

董事會建議不派發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2019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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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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的權
益及淡倉
於2020年6月30日，董事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及彼等之聯繫人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

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352條已記錄於本公司須存置之登記冊內的權益及淡倉，或已另外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好倉：

本公司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通股（「股份」）

(i) 於本公司的權益

董事姓名 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1)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的

概約百分比(3)

榮秀麗（「榮女士」）(2) 於受控法團的權益 480,624,000 (L) 56.54%

個人權益 87,856,000 (L) 10.34%

榮勝利 個人權益 3,720,000 (L) 0.44%

韓國平 個人權益 310,000 (L) 0.04%

林耀堅 個人權益 310,000 (L)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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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續）

附註：

(1) 字母「L」表示該人士於有關股份中的好倉。

(2) 榮女士及倪剛先生（「倪先生」）分別持有Winmate Limited（「Winmate」）全部已發行股本的90%及

10%。榮女士為倪先生的配偶，因此，榮女士被視為於Winmate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3) 於2020年6月30日，已發行股本為850,000,000股股份。

(ii) 於本公司相聯法團的權益

董事姓名 相聯法團名稱

佔相聯法團權益

的百分比

榮女士（附註） Winmate Limited 90%

附註： 於2020年6月30日，Winmate持有50%以上的股份。因此，本公司成為Winmate的附屬公司，而

Winmate則成為本公司的控股公司及相聯法團。

除以上所披露者外，於2020年6月30日，概無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或彼等之聯繫人於本公司

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入該條所述本公司登記冊的任何權益或淡倉，或已另外根據標準守則知會本

公司及聯交所的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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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續）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
於2020年6月30日，就董事所知，以下人士或實體（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

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記錄於本公司須存置之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

好倉：

本公司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通股

股東名稱 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1)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的

概約百分比(4)

Winmate 實益擁有人 480,624,000 (L) 56.54%

倪先生(2) 榮女士的配偶 568,480,000 (L) 66.88%

溢利財務有限公司 於股份中擁有抵押權益的人士 533,480,000 (L) 62.76%

陳建新先生(3) 於受控法團的權益 533,480,000 (L) 62.76%

附註：

(1) 字母「L」表示該人士於有關股份中的好倉。

(2) 榮女士及倪先生分別持有Winmate全部已發行股本的90%及10%。榮女士為倪先生的配偶，因此，榮女

士及倪先生被視為於Winmate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3) 溢利財務有限公司（「溢利」）由陳建新先生擁有。因此，陳建新先生被視為於由溢利持有的股份中擁有

權益。

(4) 於2020年6月30日，已發行股本為850,000,000股股份。

除以上所披露者外，於2020年6月30日，本公司並無接獲任何於本公司的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記錄於本公司須存置之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的人士（董事或本公司最

高行政人員除外）通知。



維太創科控股有限公司    2020中期報告

15

其他資料（續）

人力資源
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內地僱用約31名僱員（2019年6月30日：38名僱員）。本集

團根據僱員的表現、經驗及當前市場慣例釐定僱員的薪酬。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計劃」）於2015年6月9日獲採納，為對本集團僱員及業務聯繫人之獎勵。計

劃之有效期為自採納日期起計十年，惟受限於計劃之提早終止條文。計劃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

為2015年6月16日之招股章程附錄四「法定及一般資料－E.購股權計劃」一節及本公司截至2019年12

月31日止年度之年報。

於本中期報告日期，本公司概無根據計劃授出購股權。

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
本公司於2015年6月9日採納受限制股份單位（「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

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2015年6月16日之招股章程附錄四「法定及一般資料－

D.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一節及本公司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年報。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會深明高水準之企業管治相當重要，因董事會認為有效的企業管治常規乃提升股東價值及維

護股東利益的基礎。因此，本公司已採納健全的企業管治原則，強調有效的內部控制及對全體股東

負責。

董事會負責履行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適用守則條文載列之企

業管治職能。董事會致力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述的守則條文，惟以董事認為對本公司適用及實際

可行者為限。

本公司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的所有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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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續）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標準守則作為其本身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經

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已遵守標準守則所

載的規定標準。

董事資料變更
自2019年年報日期起直至本報告日期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須予披露的董事履歷詳情變更載

列如下：

• 林耀堅先生自2013年10月9日起已獲委任為上海復旦張江生物醫藥股份有限公司（香港聯交

所上市公司，代號：1349）（「復旦張江」）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復旦張江之A股已於2020年6月

19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科創板上市並開始買賣，股份代號：688505。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

證券。

主要訴訟及仲裁程序
本集團於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並無主要訴訟或仲裁程序。

重大投資及收購事項
本集團於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並無重大投資及收購附屬公司、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

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董事確認，於本中報日期，除本集團日常業務發展外，概無收購任何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現有計

劃。

充足公眾持股量
基於本公司獲得之公開資料及據董事所知，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已維持上市規則所規定之充足公

眾持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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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續）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遵照上市規則第3.21條成立審核委員會，其主要職責為檢討及監督本集團財務報告程序及

內部監控。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林耀堅先生（主席）、韓國平先生及韓小京先生

組成。

審核委員會已與本集團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業績。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感謝股東一直以來的支持，並對管理層及員工長久以來的努力、承擔及貢獻致

以由衷謝意。

承董事會命

維太創科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榮秀麗

香港，2020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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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7 355,001 389,140

銷售成本 (416,077) (384,628)
    

毛（損）╱利 (61,076) 4,512

其他收益及（虧損） 8 (311) 1,556

其他收入 9 19 7,007

銷售及分銷開支 (2,446) (2,536)

行政開支 (7,135) (7,751)

融資成本 10 (387) (469)
    

除稅前（虧損）╱溢利 11 (71,336) 2,319

所得稅開支 12 –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 

（虧損）╱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71,336) 2,319
    

每股（虧損）╱盈利（每股人民幣） 13

－基本 (8.39)分 0.27分

－攤薄 (8.39)分 0.2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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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0年6月30日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2020年 2019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設備 84 100
使用權資產 685 1,577    

769 1,677    

流動資產
庫存 15 2,071 5,38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6 11,184 2,280
預付款項 17 588,633 686,415
質押銀行存款 3,548 3,504
現金及銀行結餘 79,099 51,207    

684,535 748,790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8 12,806 12,740
銀行貸款 19 21,117 20,874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38,864 38,747
合約負債 19,780 13,127
租賃負債 713 1,443
稅項負債 3,531 3,531    

96,811 90,462
    

流動資產淨值 587,724 658,32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88,493 660,005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 176    

資產淨值 588,493 659,82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67,041 67,041
股份溢價及儲備 521,452 592,788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總權益 588,493 659,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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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股本 股份溢價 特別儲備 其他儲備 保留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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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2020年1月1日結餘（經審核） 67,041 236,580 275,060 19,075 62,073 659,829

期內虧損及全面收入總額 – – – – (71,336) (71,336)       

於2020年6月30日結餘（未經審核） 67,041 236,580 275,060 19,075 (9,263) 588,493
       

於2019年1月1日結餘（經審核） 67,041 311,580 275,060 19,075 67,647 740,403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 – – – 2,319 2,319       

於2019年6月30日結餘（未經審核） 67,041 311,580 275,060 19,075 69,966 742,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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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活動所得╱（所用）的現金淨額 29,009 (449,133)   

投資活動所得的現金流量

提取銀行存款 – 681,700

提取質押銀行存款 6,992 85,744

已收利息收入 9 16,685

存置銀行存款 (6,998) (332,394)

存置質押銀行存款 – (3,450)   

投資活動所得的現金淨額 3 448,285   

融資活動所得的現金流量

借貸所得款項 58,545 52,468

償還銀行借貸 (58,663) (36,571)

償還租賃負債 (906) (859)

租賃負債的已付利息 (58) (81)

已付利息 (402) (334)   

融資活動（所用）╱所得的現金淨額 (1,484) 14,62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淨額 27,528 13,775

外匯匯率變動的影響 364 (983)

1月1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1,207 23,331   

6月30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即現金及銀行結存 79,099 36,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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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維太創科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2014年8月12日於開曼群島成立為一間獲豁免有限公司。

本公司直接及最終控股公司為Winmate Limited（「Winmate」），該公司於英屬處女群島（「英

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分別由榮秀麗女士（「榮女士」）及榮女士的丈夫倪剛先生（「倪先生」）

擁有90%及10%的權益。

於2015年6月26日，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為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而其主要營業地點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北京及香港。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本公

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從事移動電信設備出口及買賣人工智能（「AI」）及其

他設備的業務。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與本公司的功能貨幣一致。簡明綜合中期

財務報表已於2020年8月31日獲董事會批准刊發。

2.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按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國際會計準

則第34號（「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

則（「上市規則」）附錄16的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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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太創科控股有限公司    2020中期報告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3. 本中期期間之重大事件

世界衛生組織於2020年1月30日宣佈2019年冠狀病毒病（「COVID-19」）為全球緊急公共衛生

事件。自2019年12月31日起發生與全球疫情對本集團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

合中期財務報表造成的影響有關的重大事件及交易概述如下。

AI及其他設備收入來源的重大毛損

由於COVID-19的爆發，AI及其他設備貿易業務的市況及盈利能力於2019年12月31日後迅速

惡化。期內，本集團確認銷售若干AI及其他設備的總代價約為人民幣107,124,000元，總虧損

為人民幣62,970,000元。

4.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

用於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就編製本

集團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依循者相同。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變動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已頒佈以下於本集團本中期期間首次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業務之定義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及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 重大之定義

該等修訂本並無對本集團於本期間或過往期間的業績及財務狀況編製或呈列於該等簡明綜合

中期財務報表的方式造成重大影響。本集團並無應用任何尚未於本中期期間生效的新訂準則

或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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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太創科控股有限公司    2020中期報告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5. 判斷及估計的使用

編制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時，管理層在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時作出的重大判斷及估計

不確定性的主要來源與於2019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應用者相同。

6. 分部報告

本集團根據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審閱用以作出戰略決策的報告釐定其經營分

部。

本集團擁有兩個可報告分部。由於每項業務提供不同產品及服務，並需要不同的業務策略，

因此各分部屬分開管理。下文概述本集團各可報告分部的業務：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範圍來自與客戶所訂合約的收益：

－ 買賣移動通訊設備

－ 買賣AI及其他設備

下文所報告的收益代表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兩個期間均無分部間銷售。本集團的主要營運

決策者已被認定為首席執行官，彼在作出資源分配的決定及評估本集團的表現時，乃按主要

產品劃分的收益分析及本集團經營分部的毛（損）╱利分別進行檢討。

由於並無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定期提供分部資產及負債，以用於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因此分

部資產及負債並無於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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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太創科控股有限公司    2020中期報告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6. 分部報告（續）

以下為按本集團經營分部分類的收益及業績分析：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買賣移動

通訊設備

買賣AI及

其他設備 總計

2020年 2019年 2020年 2019年 2020年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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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 247,877 389,140 107,124 – 355,001 389,140
       

分部業績 1,894 4,512 (62,970) – (61,076) 4,512
       

其他（虧損）╱溢利 (311) 1,556

其他收入 19 7,007

融資成本 (387) (469)

尚未分配企業開支 (9,581) (10,287)
        

除稅前（虧損）╱溢利 (71,336) 2,319
       

確認收益的時間點

某個時間點 247,877 389,140 107,124 – 355,001 38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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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太創科控股有限公司    2020中期報告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7. 收益

收益指於正常業務過程中就銷售貨品已收及應收的款項（扣除折扣）。

來自主要產品的收益分拆

下表載列本集團於截至2020年及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按主要產品劃分的來自與客戶所

訂合約的收益明細。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某時間點確認

移動通訊設備 247,877 389,140

AI及其他設備 107,124 –
   

355,001 389,140
   

收益在客戶獲得對貨物或服務的控制權的時間點確認。

8. 其他收益及（虧損）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外匯收益╱（虧損）淨額 55 (786)

政府補助 107 –

撥回金融資產之減值撥備 – 20

其他應收款項、質押銀行存款及 

銀行存款（確認）╱撥回虧損撥備 (30) 2,299

其他 (443) 23
   

(311) 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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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太創科控股有限公司    2020中期報告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9. 其他收入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質押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5 1,448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 5,269

銀行結餘利息收入 2 1

其他 12 289
   

19 7,007
   

10. 融資成本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貸款利息 354 388

租賃負債利息 33 81
   

387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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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太創科控股有限公司    2020中期報告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11. 除稅前（虧損）╱溢利

除稅前（虧損）╱溢利乃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得出：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核數師酬金 261 250

設備折舊 16 18

使用權資產折舊 892 892

董事酬金 1,833 2,535

其他員工成本

－薪金及其他津貼 3,142 3,162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221 402
   

員工成本總額 5,196 6,099

確認為開支的庫存成本 416,077 384,628

租賃負債利息 33 81

短期租賃開支 448 399
   

12. 所得稅開支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所得稅 – –

遞延稅項 – –
   

– –
   

本公司旗下於香港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須按稅率16.5%繳納香港利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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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太創科控股有限公司    2020中期報告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12. 所得稅開支（續）

根據中國法律及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以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北京百納威爾

無線通信設備有限公司（「百納威爾無線」）的所得稅率為25%。於2015年，百納威爾無線獲確

認為「高新技術企業」，故於截至2020年及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享有15%的優惠稅率。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2020年及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並無應課稅溢利，故未就香港利得稅及

企業所得稅作出撥備。

13. 每股（虧損）╱盈利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分 人民幣分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8.39) 0.27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 (8.39) 0.27
   

(a)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基於以下數據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的（虧損）╱盈利， 

相當於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溢利 (71,336) 2,319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的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850,000 8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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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太創科控股有限公司    2020中期報告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13. 每股（虧損）╱盈利（續）

(b)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

截至2019年及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並無潛在攤薄普通股發行在外。

因此，兩個期間的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相同。

14. 股息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內確認為分派之股息 – –
   

董事會已議決於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期間不宣派任何股息（2019年6月30日：

無）。

15. 庫存

未經審核

2020年

6月30日

經審核

2019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製成品 2,071 5,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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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太創科控股有限公司    2020中期報告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16.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未經審核
2020年

6月30日

經審核
2019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項 15,048 15,048
減：減值撥備 15,048 15,048
   

– –
   

其他應收款項
－應收利息 – 2
－其他應收中國稅項 10,365 2,036
－其他 1,114 521

   

11,479 2,559
   

減：減值撥備 295 279
   

11,184 2,280
   

11,184 2,280
   

本集團會評估客戶的過往信貸記錄以評核其信貸質素，並會就每名客戶界定信貸限額。管理

層會定期檢討現有客戶的款項可收回性及信貸限額。

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與各自收益確認的日期相若）呈列的貿易應收款項（扣除呆賬撥

備）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2020年

6月30日

經審核
2019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 – –
少於30天 – –
30天至90天內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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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太創科控股有限公司    2020中期報告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17. 預付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2020年

6月30日

2019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對AI及其他設備供應商的預付款項（附註i） 99,444 376,000

對移動供應商的預付款項（附註ii） 489,189 310,415
   

588,633 686,415
   

附註：

(i)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已就購買AI及其他設備向屬本集團獨立第三方的兩名AI及其

他設備供應商作出合共人民幣376,000,000元的預付款項。

於本中期期間，預付款項人民幣186,806,000元已轉換為銷售交易，造成虧損人民幣63,235,000

元，虧損於銷售完成時確認；餘下人民幣189,194,000元已向本集團退回。

(ii) 於本中期期間及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已向移動通訊設備供應商作出預付款項，

以購買移動通訊設備。

期末後，由於業務計劃變動，因此已於2020年8月向本集團退回人民幣212,37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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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太創科控股有限公司    2020中期報告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18. 貿易應付款項

未經審核

2020年

6月30日

經審核

2019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付款項 12,806 12,740
   

於報告期末按確認庫存日期呈列的貿易應付款項賬齡分析載列如下：

未經審核

2020年

6月30日

經審核

2019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90天內 55 –

91至180天 – –

181天至1年 – –

超過1年 12,751 12,740
   

12,806 12,740
   

19. 銀行貸款

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擁有等值人民幣21,117,000元的銀行貸款（2019年12月31日：人民

幣20,874,000元）。貸款按照美國優惠利率的浮動市場利率計息，由兩位個人擁有的物業以

及502,000美元（相當於約人民幣3,548,000元）之質押銀行存款共同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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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太創科控股有限公司    2020中期報告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20. 關聯方交易

(a) 名稱及關係

名稱 關係

北京天宇朗通通信設備股份 

有限公司（「天宇」）

榮女士及倪先生控制之公司

北京百納威爾科技有限公司 

（「百納威爾科技」）

榮女士及倪先生控制之公司

(b) 關聯方交易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天宇收取的物業租賃付款 387 346

天宇收取的物業租賃付款利息 7 28

百納威爾科技收取的設備租賃付款 37 33

百納威爾科技收取的設備租賃付款利息 1 3
   

(c) 本集團主要管理層人員酬金：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短期僱員福利 2,519 2,423

離職福利 122 –
   

2,641 2,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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