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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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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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NERVA TECHNOLOGY SERVICES LIMITED
雲智匯科技服務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37）

中期業績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概要及摘要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於報告期間，收入及淨利潤分別同比增加69%及61%至人民幣257.9百萬元及人
民幣9.7百萬元。

• 我們於二零二零年初業務重新定位的策略使集團能夠更好地抵禦大流行病及
其他不利因素的影響。

•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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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智匯科技服務有限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子公司截至二零二
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合併業績。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已
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本集團主要從事智慧辦公、工業解決方案及新零售業務。我們於二零二零年初業務重新
定位的策略成效顯著。集團目前經營更為平衡，業務組合橫跨中國及世界其他地區，以
及工業及其他領域。業務多元化使集團能夠更好地抵禦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
大流行病及中國與西方國家脫鉤的不利影響。隨著智慧辦公及新零售分部的新業務
加入，與二零一九年同期相比，報告期間的收入及淨利潤分別增長69%及61%至人民
幣257.9百萬元及人民幣9.7百萬元。

重新定位策略亦減少我們對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鴻海」）及其子公司（統稱
「鴻海集團」）業務的依賴。鴻海集團產生的收入佔報告期間總收入的39%，低於截至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60%。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報告期間派付任何中期股息。

存貨以及營業及租賃應收賬項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存貨約為人民幣24.9百萬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30.7百萬元），存貨主要為項目中涉及待交付予客戶的硬件及軟件產品。相較
二零一九年全年，報告期間的存貨週轉由29天降至23天，主要因為報告期間非項目收
入大幅增加，拉低存貨週轉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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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營業及租賃應收賬項約為人民幣213.5百萬元（二零一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26.4百萬元），包括流動及非流動結餘人民幣189.1百萬元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98.0百萬元）及人民幣24.4百萬元（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8.4百萬元）。此乃主要因為我們將若干項目包裝為融資租
賃的模式，客戶可於特定年份內分期付款。報告期間的營業及租賃應收賬項週轉由二
零一九年全年的194天降至154天，僅由於在當前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我們加大了追
收賬款及監控逾期賬款的力度。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我們處於淨現金狀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人民幣223.4

百萬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83.8百萬元）。我們的資產總值為人民
幣559.9百萬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27.4百萬元），資金來自總負債
人民幣203.5百萬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84.2百萬元）及股東權益人
民幣356.4百萬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43.2百萬元）。我們的流動比
率為2.5倍（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7倍），應付營業賬項需於一年內償還。本
集團概無可用之銀行預批信貸額度（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亦無銀行借
款。

庫務政策

我們的營運經費一般以內部資源撥付。我們採用審慎的庫務管理方法，因此於整個報
告期間維持穩健的流動資金狀況。我們對外界客戶進行定期信貸評估來盡力降低信
貸風險。

外匯風險

我們的業務主要位於中國內地、台灣、香港、美國及越南，其大部份交易以人民幣、美
元、新台幣、港元及越南盾結算。我們面對各類貨幣的外匯風險，但主要為美元的外
匯風險。我們已訂立政策，要求集團公司管理與其功能貨幣有關的外匯風險，主要包
括有關集團公司因以非公司功能貨幣銷售及購貨而引起之風險。我們亦定期檢討本
集團的淨外匯風險及考慮使用外匯合約以管理外匯風險（倘適用）。我們並無使用衍
生金融工具作投機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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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重大收購及出售、重大投資、集團資產抵押、或然負
債

我們於報告期間並無i)子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重大收購及出售及ii)重大投
資。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概無集團資產抵押，亦無或然負債（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無）。

業務回顧

智慧辦公業務

智慧辦公業務包括視訊會議相關解決方案，以及智能辦公設備的品牌授權及供應鏈管
理。與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相比，報告期間的分部收入及利潤分別飆升240%及210%至人
民幣134.4百萬元及人民幣6.0百萬元。自二零二零年初以來，我們已在美國、歐洲及部
分亞洲地區銷售兩種提升視訊會議或串流服務的應用產品，即Presenter及ChromCam。
Presenter使用複雜的電腦視覺及深度學習技術，以數字化方式提取用戶圖像。該「角
色」可嵌入到任何應用產品中，以創建沉浸式錄製，幫助連接遠程用戶並縮短銷售週
期。ChromaCam為PC及Mac電腦創建一個虛擬「網絡攝像頭」，可用於任何應用產品中
以模糊或替換背景。由於大流行病導致封城，視訊會議成為新常態的一部分，而且人
們大多被要求在家工作，因此對該等應用產品的需求急劇增加。此次試運行的表現讓
我們感到意外，我們計劃投入更多的資源來進一步發展這項業務。即使在COVID-19

不利的情況下，品牌授權及供應鏈管理業務在二零二零年上半年仍然表現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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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解決方案業務

我們為客戶提供全方位的智能製造解決方案及服務，以提高其生產線、工廠設施及管
理工業園區等的有效性及效率。與二零一九年同期相比，報告期間的分部收入持平，
為人民幣114.4百萬元，而分部利潤則增長5.7%至人民幣11.9百萬元。儘管中國內地二
零二零年第一季度經濟停擺，徹底地癱瘓我們客戶的業務及我們在國內的業務發展
努力，該業務在第二季度迎頭趕上，於報告期間取得令人滿意的結果。

新零售業務

我們在美國酒類行業的新廣告業務計劃已受到大流行病的嚴重影響。我們的交互式
營銷平台在美國的試運行自二零二零年三月封城期間已暫停。隨著美國COVID-19感
染的病例不斷增多，該平台何時重啓試運行存在巨大不確定性。慶幸的是，我們在台
灣的數字零售標牌項目僅出現輕微的延遲，自二零二零年五月以來，我們已逐步在零
售客戶運營的600家超市中安裝該解決方案。分部收入及利潤分別為人民幣9.0百萬元
及人民幣1.3百萬元。

業務前景

智慧辦公業務

國際間普遍預期，除非生產出可滿足全球人口需求的有效疫苗，否則大流行病不可能
於近期內結束。市場預計，即使在大流行病時代後，工作及商務會議的進行方式將會
發生根本性變化。我們將擴大研發團隊，投入更多的銷售及營銷力量，開發視訊會議
及遠程工作相關的解決方案，以滿足新常態下的業務需求。就品牌授權及供應鏈管理
業務而言，我們將在未來幾個月內開始在中國內地市場進行產品分銷。我們對其二零
二零年下半年的整體表現持謹慎樂觀的態度。總而言之，我們預計智能辦公業務將於
二零二零年及其後繼續成為我們的增長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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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解決方案業務

中國內地的經濟於二零二零年第二季度趨於穩定且正在復蘇。儘管私人消費及投資
仍然脆弱，因海外需求疲弱而出口行業的能見度很低，但我們將加強業務發展努力，
於二零二零年下半年繼續取得令人滿意的結果。

新零售業務

隨著我們在台灣的數字零售標牌項目於二零二零年第四季度完成，我們預計下半年
業務的表現將比2020年上半年好。我們將密切關注美國的情況，嘗試於適當時候重啟
交互式營銷平台的試運行。我們將與我們的業務合作夥伴一起，繼續在美洲、大中華
及東南亞地區物色其他零售機會，以期在未來幾年發展該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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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利潤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經重列）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2 257,864 152,924

銷售成本 (218,869) (124,989)

毛利 38,995 27,935

其他收入 3,456 2,186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1,782) 3,125

銷售及經銷開支 (3,115) (5,957)

一般及行政開支 (24,112) (18,255)

研發開支 (3,050) (2,385)

經營溢利 10,392 6,649

融資收入 1,355 1,183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 (274)

除所得稅前溢利 11,747 7,558

所得稅開支 3 (2,034) (1,528)

期間溢利 9,713 6,030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 

應佔溢利之每股盈利（每股人民幣仙）
－基本及攤薄 5 1.48 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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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間溢利 9,713 6,030

其他綜合收益╱（虧損）：
可能分類為損益之項目
外幣換算差額 3,113 (934)

期間其他綜合收益╱（虧損） 3,113 (934)

期間總綜合收益 12,826 5,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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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無形資產 1,604 2,090
物業、機器及設備 16,545 12,011
使用權資產 37,929 41,646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19,766 17,529
營業及租賃應收賬項 6 24,351 28,353
預付款項及租賃按金 168 373

總非流動資產 100,363 102,002

流動資產
存貨 24,888 30,728
合約資產 1,778 1,523
營業及租賃應收賬項 6 189,159 198,001
預付款項、按金及 
其他應收款項 20,343 11,38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23,357 183,786

總流動資產 459,525 425,426

總資產 559,888 527,428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及儲備
股本 64,479 64,479
股份溢價 187,511 187,511
儲備 104,415 91,195

總權益 356,405 343,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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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債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22,965 28,389

流動負債
應付營業賬項 7 113,436 102,716

應計費用及其他 

應付款項 24,214 30,220

合約負債 24,115 5,883

租賃負債 13,664 12,962

應付稅項 5,089 4,073

總流動負債 180,518 155,854

總負債 203,483 184,243

總權益及負債 559,888 527,428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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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一般資料

雲智匯科技服務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子公司為（「本集團」）於一九九四年二月三日根據

一九八一年百慕達公司法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anon’s 

Court, 22 Victoria Street, Hamilton HM 12, Bermuda。本公司股份於一九九四年四月十四日在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

除另有指明外，本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乃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

本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已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七日獲董事會批准刊發。

本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尚未經審核。

本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乃按照香港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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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製。

本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之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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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惟

所得稅按適用於預期全年收益之稅率累計。

(a) 本集團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下列與本集團營運相關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必須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開始或之後的會

計期間內強制應用：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

重大的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業務的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

二零一八年財務報告概念框架 經修訂財務報告概念框架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並無對本期間或任何過往期間產生任何重大影響。

(b) 尚未生效而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下列與本集團業務有關的已頒佈新訂及經修訂準則於本集團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開始或

之後的會計期間強制執行，但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Covid-19相關租金寬免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公司之間的資產出售

或貢獻3

1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生效日期待定

本集團將於上述新訂及經修訂準則生效時予以採用。本集團預計應用上述新訂及經修訂

準則將不會對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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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入及分部資料

主要營運決策人為執行董事（統稱為「主要營運決策人」），彼等作出策略性決定。主要營運決

策人通過審閱本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內部報告以評估業績表現並據此分配相應的資源。管理層已

根據本集團之發展計劃及向主要營運決策人提供之內部報告對經營分部作出判定。

為使分部呈列與向主要營運決策人提供的該等報告一致，管理層決定按業務營運性質及產品或

服務類別劃分經營分部如下：

1. 智慧辦公業務

提供視訊會議相關解決方案，以及智能辦公設備的品牌授權及供應鏈管理。

2. 工業解決方案業務

提供智能製造解決方案及服務，以提高生產線、工廠設施及管理工業園區等的有效性及

效率。

3. 新零售業務

提供數字零售標牌解決方案。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比較數字經重列，以符合本期間之呈列方式。

本集團各營運分部均為策略性業務單位，由相關業務單位的領導人管理。主要營運決策人根據

計量除所得稅前溢利評估經營分部的表現。提供予主要營運決策人的其他資料乃以與簡明合併

財務報表一致的方式計量。

呈報分部的資產不包括統一管理的公司資產（主要包括公司的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物業、機器

及設備、使用權資產、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以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呈報分部

的負債不包括公司負債（主要包括租賃負債、應計費用、其他應付款項及應付稅項）。該等資產

及負債為資產負債表合計的對賬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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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智慧辦公業務

工業解決

方案業務 新零售業務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附註a） 134,437 114,439 8,988 257,864

呈報分部之業績 5,977 11,924 1,306 19,207

呈報分部之業績與期間溢利之 

對賬如下：

呈報分部之業績 19,207

未分配收入╱（開支）（附註b） (9,494)

期間溢利 9,713

其他分部資料：

資本性支出 68 7,712 – 7,780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38 1,789 – 1,827

使用權資產折舊 – 4,779 – 4,779

無形資產攤銷 43 403 –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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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經重列）

智慧

辦公業務

工業解決

方案業務 新零售業務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附註a） 39,580 113,344 – 152,924

呈報分部之業績 1,926 11,277 – 13,203

呈報分部之業績與期間溢利之 

對賬如下：

呈報分部之業績 13,203

未分配收入╱（開支）（附註b） (7,173)

期間溢利 6,030

其他分部資料：

資本性支出 – 20,856 – 20,856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116 1,116 – 1,232

使用權資產折舊 – 4,108 – 4,108

無形資產攤銷 43 1,316 – 1,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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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分拆與客戶合約之收入

本集團以下列主要產品線隨著時間及於某個時間點自轉讓貨品及服務產生收入：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智慧

辦公業務

工業解決

方案業務 新零售業務 總計

收入確認之時間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訊科技項目

－於某個時間點 3,218 33,421 1,400 38,039

－隨著時間 3,299 46,219 7,588 57,106

維修及諮詢服務

－隨著時間 783 23,586 – 24,369

銷售貨品

－於某個時間點 127,137 7,741 – 134,878

經營租賃收入（附註） – 3,472 – 3,472

134,437 114,439 8,988 257,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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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經重列）

智慧

辦公業務

工業解決

方案業務 新零售業務 總計

收入確認之時間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訊科技項目

－於某個時間點 9,740 41,057 – 50,797

－隨著時間 25,216 32,044 – 57,260

維修及諮詢服務

－隨著時間 1,313 26,402 – 27,715

銷售貨品

－於某個時間點 3,311 12,356 – 15,667

經營租賃收入（附註） – 1,485 – 1,485

39,580 113,344 – 152,924

附註：

經營租賃收入指主要由向客戶租賃伺服器及運行自動化系統收取固定月租費用產生的收

入。

按地理位置劃分之收入乃根據服務及產品交付之目的地釐定。

按客戶所在地區的客戶收入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內地 114,770 125,942

北美洲 118,154 6,897

其他國家 24,940 20,085

257,864 152,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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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未分配收入╱（開支）主要包括於企業層面產生的政府補助、融資收入、按公平值計入損

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虧損、員工福利開支、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使用權資產折舊、

無形資產攤銷、所得稅開支及其他營運開支。

經營分部之業績與期間溢利總額對賬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業績 19,207 13,203

未分配收入╱（開支）：

－政府補助 3,132 2,127

－融資收入 1,355 1,183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之公平值虧損 (1,632) –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1,491) (1,971)

－使用權資產折舊 (1,550) (2,621)

－無形資產攤銷 (40) (295)

－員工福利開支 (4,688) (2,064)

－所得稅開支 (2,034) (1,528)

－其他 (2,546) (2,004)

期間溢利 9,713 6,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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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智慧

辦公業務

工業解決

方案業務 新零售業務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資產

分部資產 111,607 184,274 9,558 305,439

其他未分配資產（附註a） 254,449

簡明合併資產負債表所列總資產 559,888

分部負債

分部負債 73,125 85,348 15,522 173,995

其他未分配負債（附註b） 29,488

簡明合併資產負債表所列總負債 203,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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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審核）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重列）

智慧

辦公業務

工業解決

方案業務 新零售業務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資產

分部資產 66,515 246,343 – 312,858

其他未分配資產（附註a） 214,570

簡明合併資產負債表所列總資產 527,428

分部負債

分部負債 46,168 101,976 – 148,144

其他未分配負債（附註b） 36,099

簡明合併資產負債表所列總負債 18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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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其他未分配資產主要包括

公司應用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物業、機器及設備、使用權資產、預付款項及其他應

收款項以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經營分部之資產與總資產對賬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呈報分部之分部資產 305,439 312,858
未分配資產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23,357 183,786
－物業、機器及設備 4,751 6,074
－使用權資產 4,363 4,472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2,181 2,621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19,766 17,529
－其他 31 88

合併資產負債表所列總資產 559,888 527,428

(b)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其他未分配負債主要包括

公司應用之應計費用、其他應付款項、租賃負債及應付稅項。

經營分部之負債與總負債對賬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呈報分部之分部負債 173,995 148,144
未分配負債
－租賃負債 4,316 4,519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20,030 26,839
－應付稅項 5,089 4,073
－其他 53 668

   
合併資產負債表所列總負債 203,483 18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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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所得稅開支

本公司已獲豁免百慕達稅項。香港利得稅乃根據在香港產生或源自香港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

16.5%（二零一九年：16.5%）之稅率提撥準備。在中國內地、台灣及美國成立及營運之集團公司

須繳納企業所得稅，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稅率分別是

15%至25%、20%及30%（倘適用）。

根據高新技術企業稅務優惠政策，其中兩間中國內地子公司獲相關地方稅務局批准，有權由二

零一七年至二零一九年及由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享有優惠企業所得稅率15%。

根據中國內地西部優惠稅率政策，其中一間中國子公司獲相關地方稅局批准，有權由二零一七

年至二零二零年享有優惠企業所得稅率15%。

扣除自簡明合併利潤表的稅項金額指：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當期稅項：

－台灣所得稅 355 1,205

－中國企業所得稅 1,086 323

－美國所得稅 593 –

2,034 1,528

4 股息

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七日舉行的董事會會議上，董事並無宣派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九年：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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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每股盈利

(a)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期內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

算。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人民幣千元） 9,713 6,030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654,863 654,863

每股基本盈利（四捨五入至人民幣仙） 1.48 0.92

(b) 攤薄

由於購股權具反攤薄效應，故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之金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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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營業及租賃應收賬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應收賬項

－第三方 185,138 132,814

－關連方 83,249 146,577

268,387 279,391

融資租賃應收賬項－合共 8,765 9,277

營業及租賃應收賬項－總額 277,152 288,668

減：虧損撥備 (63,642) (62,314)

營業及租賃應收賬項－淨額 213,510 226,354

減：營業及租賃應收賬項－非流動部份 (24,351) (28,353)

營業及租賃應收賬項－流動部份 189,159 198,001

應收營業賬項及其根據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少於六十天 128,882 170,493

六十至一百二十天 50,779 23,997

一百二十一至三百六十天 20,351 23,344

超過三百六十天 68,375 61,557

268,387 279,391

本集團大部分銷售乃按記賬交易形式進行，信貸期限一般介乎30天至9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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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應付營業賬項

應付營業賬項及其根據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少於六十天 94,992 89,514

六十至一百二十天 14,516 12,244

超過一百二十天 3,928 958

113,436 102,716

8. 比較數字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研發開支人民幣2,385,000元由簡明合併利潤表中之一

般及行政開支重新分類至研發開支，以符合本期間之呈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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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除以下之偏離情況外，本公司董事並不知
悉有任何資料合理顯示本公司沒有遵守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
企業管治守則（「守則」）。

守則條文第F.1.1條

曾慶贇先生（「曾先生」）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三日獲委任為本公司之公司秘書（「公
司秘書」）。雖然曾先生並非本公司按照守則條文第F.1.1條聘用的僱員，惟本公司已
指派執行董事鄭宜斌先生作為與曾先生聯繫的人士。有關本集團表現、財務狀況及其
他主要發展及事務的資訊會經由指派聯絡人士迅速送達予曾先生。因此，根據守則條
文第F.1.4條，實行上述安排後，本公司全體董事仍被視為可獲得公司秘書的意見及服
務。本公司已設立機制，確保曾先生能夠迅速掌握本集團的發展而不發生重大延誤，
且憑藉其專業知識及經驗，董事會深信曾先生擔任公司秘書對本集團遵守相關董事
會程序、適用法律、規則及法規而言至為有利。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據本
公司所知，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出現任何未能遵守標準守則所
載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規定標準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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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董事會已設立薪酬委員會，成員包括簡己然先生（薪酬委員會主席）、鄧天樂先生、
張曉泉教授及蔡力挺先生。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總共約有498名（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69名）全職僱員。本集團僱員之薪酬幅度維持於一個具競
爭力的水平，而僱員之獎勵則根據本集團之薪金及花紅制度一般架構與表現掛鈎。其
他員工福利包括公積金、保險及醫療保障。我們為僱員提供組織完善的培訓計劃。除
新員工的入職培訓外，亦為員工提供涵蓋各種主題的現場直播或視頻剪輯方式的培
訓，令彼等緊跟最新技術及市場發展。我們亦實施導師計劃，據此各高階及中階主管
須向一至兩名新僱員提供定期指導及經驗分享。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鄧天樂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簡己然先生及張
曉泉教授組成，職權範圍符合上市規則。審核委員會審核本集團之財務報告、內部監
控及向董事會作出相關推薦建議。

審核委員會已與本公司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內部監控
及財務報告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合
併中期財務報表。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子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
任何本公司之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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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聯交所網站刊登中期業績

本公告將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網站及本公司網站刊登。本公司截
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載有上市規則規定之所有資料）將寄
予股東，並於適當時候在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maxnerva.

com)刊登。

承董事會命
雲智匯科技服務有限公司

主席
簡宜彬

香港，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四位執行董事簡宜彬先生、蔡力挺先生、高照洋先生及鄭宜
斌先生，兩位非執行董事JEON Eui Jong先生及謝迪洋先生，以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
事鄧天樂先生、簡己然先生及張曉泉教授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