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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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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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元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AUNCH 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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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8）

2020年中期業績公告

深圳市元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
至2020年6月30日止6個月（「報告期」）按照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製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如下：

一、 財務資料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千元）

合併資產負債表

附註 2020年6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經審核）

流動資產：
貨幣資金 372,247 479,435

交易性金融資產 – 20

應收賬款 4 189,330 191,886

應收款項融資 17,241 33,626

預付款項 69,467 61,690

其他應收款 50,610 29,027

存貨 5 176,147 167,851

其他流動資產 14,671 21,475

流動資產合計 889,713 985,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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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資產負債表（續）

附註 2020年6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其他權益工具投資 7,947 7,947
投資性房地產 66,240 68,727
固定資產 225,403 230,878
在建工程 155,051 154,815
使用權資產 7,766 7,766
無形資產 132,557 167,392
商譽 1,139 1,139
遞延所得稅資產 5,997 5,997
其他非流動資產 19,000 5,000
非流動資產合計 621,100 649,661
資產總計 1,510,813 1,634,681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416,481 485,397
應付票據 136,177 108,000
應付賬款 6 125,480 140,532
合同負債 19,457 66,965
應付職工薪酬 2,291 2,453
應交稅費 6,125 5,389
其他應付款 30,428 21,206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 2,802 2,802
其他流動負債 5,113 7,588
流動負債合計 744,354 840,331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5,280 5,280
遞延收益 14,268 16,254
递延所得稅負債 295 295
非流動負債合計 19,843 21,828
負債合計 764,197 862,160
股東權益：
股本 432,217 432,217
資本公積 409,993 409,993
減：庫存股 – –
其他綜合收益 -6,772 -6,847
盈餘公積 41,037 41,037
未分配利潤 7 -129,857 -103,878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權益合計 746,616 772,521
少數股東權益 – –
股東權益合計 746,616 772,521
負債和股東權益總計 1,510,813 1,634,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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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利潤表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附
註 2020年 2019年

營業收入 3 390,758 424,066

減：營業成本 218,207 232,151

  稅金及附加 3,777 3,985

  銷售費用 49,089 52,474

  管理費用 37,261 36,429

  研發費用 102,291 64,604

  財務費用 6,922 9,999

  資產及信用減值損失 10,067 49

投資收益 – –

其他收益 11,896 16,177

營業利潤 -24,960 40,552

加：營業外收入 467 645

減：營業外支出 280 1,427

利潤總額 -24,773 39,770

減：所得稅費用 8 1,206 1,006

淨利潤 -25,979 38,764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 -25,979 38,764

少數股東損益 – –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幣元） 9 -0.060 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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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1、 財務報表的編製基礎

公告之財務數據節錄自刊載於2020年中報內之未經審核之財務報表（「財務報表」）。

本公司以持續經營為基礎根據實際發生的交易和事項按照財政部頒布的《企業會計準則－基本準則》和具體會計準
則、企業會計準則應用指南、企業會計準則解釋以及其他相關規定（以下合稱「企業會計準則」），在此基礎上，結合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編報規則第15號－財務報告的一般規定》（2014年修訂）進行
確認和計量，在此基礎上編製財務報表。會計政策與2019年年度業績一致。

此外，財務報表同時符合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要求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適用的披露條
例。

2、 重要會計政策、會計估計和合併財務報表的編製方法

(1) 會計期間

本報告期為自2020年1月1日至6月30日止6個月。

(2) 記賬本位幣

採用人民幣為記賬本位幣。境外子公司以其經營所處的主要經濟環境中的貨幣為記賬本位幣，編製財務報表時
折算為人民幣。

(3) 合併財務報表的編製方法

所有子公司均納入合併財務報表

所有納入合併財務報表合併範圍的子公司所採用的會計政策、會計期間與本公司一致，如子公司採用的會計政
策、會計期間與本公司不一致的，在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時，按本公司的會計政策、會計期間進行必要的調整。
合併財務報表以本公司及子公司的財務報表為基礎，根據其他有關資料，按照權益法調整對子公司的長期股權
投資後，由本公司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時抵銷本公司與各子公司、各子公司相互之間發生的內部交易對合併資
產負債表、合併利潤表、合併現金流量表、合併所有者權益變動表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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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收入

主營業務收入是包括已收及應收不同類型汽車維修設備之銷售及提供網上升級服務之淨值。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本年金額 上年金額

主營業務收入 373,364 403,484

其他業務收入：租金 17,394 20,582  

390,758 424,066
  

4、 應收賬款

應收賬款

公司主要以信貸條款與客戶交易，並給予客戶30天至210天的信貸期。如客戶有長期信貸良好記錄或屬於公司的主
要客戶，或者公司決定與有關客戶發展長期業務關係，則公司會給予不同的信貸期。

期末金額 年初金額

應收賬款 260,218 252,689

減：壞賬準備 70,888 60,803  

淨額 189,330 191,886
  

賬齡

1年以內 95,339 106,953

1年以上 93,991 84,933  

189,330 191,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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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存貨

期末金額 年初金額

原材料 18,702 16,025

半成品 3,756 4,080

庫存商品 153,689 147,746  

176,147 167,851
  

6、 應付賬款

賬齡 期末金額 年初金額

1年以內 120,154 137,095

1年以上 5,326 3,437  

125,480 140,532
  

7、 未分配利潤

本年數

金額

期初數 -103,878

加：本期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 -25,979 

期末數 -129,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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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費用

適用稅率

本公司 15%
元征軟件 15%
上海元征 25%
Launch Europe Gmbh 19%

軲轆汽修 15%
西安元征 25%
鵬巨術 12.5%

元征國際 16.5%
南京元征 25%
順利行 25%
南京軲轆 25%
深圳明睿 25%

9、 每股收益

(1) 基本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以歸屬於母公司普通股股東的合併淨利潤除以母公司發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計算。

項目 本年 上年

歸屬於母公司普通股股東的合併淨利潤 -25,979,000 38,764,000

母公司發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 432,216,600 360,180,5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0 0.108

經調整後（元╱股） -0.060 0.108

(2) 稀釋每股收益

由於2020年及2019年均無具稀釋潛力之普通股股份，故並無呈列稀釋每股收益。

10、 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派截至2020年6月30日中期股息（2019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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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子公司

企業名稱 控股情況 業務性質 註冊資本

上海元征機械設備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元征」） 100% 設備 18,000,000美元
深圳市元征軟件開發有限公司（「元征軟件」） 100% 軟件 人民幣40,000,000元
Launch Europe GmbH 100% 銷售 人民幣671,875元
西安元征軟件科技有限公司（「西安元征」） 100% 軟件 人民幣100,000,000元
深圳市軲轆汽車維修技術有限公司（「軲轆汽修」） 100% 設備 人民幣10,000,000元
深圳鵬巨術信息技術有限公司（「鵬巨術」） 100% 研發 人民幣2,000,000元
元征科技國際有限公司（「元征國際」） 100% 設備 港幣50,000元
南京元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南京元征」） 100% 研發 人民幣50,000,000元
深圳市順利行車共享技術有限公司（「順利行」） 100% 研發 人民幣1,000,000元
南京軲轆數據科技有限公司（「南京軲轆」） 100% 軟件 人民幣10,000,000元
深圳市明睿數據科技有限公司（「深圳明睿」） 70% 數據 人民幣14,285,714元

12、 或有負債

報告期末公司沒有重大或有負債。

13、 資產抵押

於2020年6月30日本公司以原值約416,000,000元的土地、房屋及建築物作為若干銀行貸款之抵押品。

14、 資本性及租賃承諾

於2020年6月30日，本公司沒有重大資本性及租賃承諾。

15、 資產負債表日後事項

本公司無應披露未披露的重大資產負債表日後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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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2020年上半年，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席捲全球，國際貿易糾紛持續和地緣局勢升溫，令全球
經濟發展受到嚴峻的考驗。

疫情之下，世界各國的居民消費、汽車銷量、企業投資和商品出口均出現了較大程度的縮減，對於
公司所處的行業也造成負面的影響。國內市場方面，根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資料，2020年上半年中
國整體汽車銷量1,025.7萬輛，較去年同期下降16.9%，其中乘用車和新能源汽車銷量降幅高達22.4%

及37.4%。但受惠於本集團針對疫情開展的智能線上營銷培訓體系順利推行及新一代Pad V和Pro5的
持續暢銷，2020年上半年國內市場銷售收入錄得較去年同期上升3.1%至2.2億人民幣。海外市場方
面，由於年初封城停工導致生產中斷，銷售訂單無法及時交付。復工後，全球性疫情爆發，各國均
採取了不同程度的限制防控措施，令訂單需求減弱，導致本集團2020年上半年出口銷售收入較去年
同期下降19.2%至1.5億人民幣。整體而言，2020年上半年本集團銷售收入較去年同期下降7.9%至3.9

億元人民幣；由於較高毛利率的海外業務收入佔比下降，毛利率略降1.1個百分點至44.2%。期間費
用較去年同期增加了23%，主要由於公司正處於產品結構、業務模式及競爭策略的轉型階段，研發
費用大幅增加所致。故此，本集團2020年上半年錄得歸屬母公司所有者淨利潤-2,598萬人民幣，而去
年同期則錄得歸屬母公司所有者淨利潤3,876萬人民幣。

隨著新型冠狀病毒在國內逐步受控，本集團整體運營效率從第二季度開始有序恢復，各項業務逐步
提升，重新恢復健康的生長態勢。 

(i) 汽車診斷設備業務：新一代高端Pad V具備出色的診斷能力，主打智能診斷、在線編程、遠程診
斷等高端應用，支持示波器、傳感器、萬用表、電瓶檢測、內窺鏡等擴展功能，更首次整合了
Smartlink超級遠程診斷功能，獲得了客戶的廣泛認可；全球首創TSGUN便攜式胎壓檢測手持終
端，集成了TPMS傳感器的激活、讀取、學習和編程功能，並通過藍牙/Wifi直連X431，有效拓
展了綜合診斷設備的TPMS相關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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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診斷軟件業務：軟件商城正式上市，智慧定價及軟件顆粒化模式成功推廣應用，助力本集團上
半年診斷軟件業務收入同比增長35%。

(iii) 大數據業務：本年度新增汽車診斷報告約8,500萬份，同比增長16%。截至2020年6月30日累計收
集維修診斷報告5.55億份，較去年底增長18%。

(iv) 核心技術專利進展：截至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累計獲得國家授權專利件458件，其中發明專
利304件；申請中專利2,428件，其中發明專利2,215件；已獲證書的軟件著作權177項；已申請
PCT專利338件。

展望及未來策略

2020年初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對全球政治經濟形勢帶來了重大負面影響。雖然中國的疫情防控取得
了重大的成功，已於第二季度重新恢復經濟增長。但全球其他大部分地區防疫形勢依然不容樂觀，
令未來一段時間的經濟增長依然存在挑戰及不確定性。展望未來，在複雜多變的外部環境下，本集
團將密切關注市場及行業動態，將壓力轉為動力，在挑戰中尋找機遇，開拓進取，砥礪前行，積極
探索創新商業模式，佈局業務轉型。 

（i） 圍繞「兩個入口，一個平台」的核心戰略，以汽車診斷設備及車聯網設備為入口，建立開放統一
的汽車大數據平台。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5G等新技術，探索創新商業模式，與合
作夥伴共建汽車服務生態，發展汽車數據業務；

（ii） 持續研發投入，提升核心競爭優勢。

• 堅持創新驅動發展，持續研發投入以提升研發能力，及時根據行業政策及市場需求進行功能
升級，提升產品綜合競爭力，保持核心產品的市場領先地位。

• 研發設備做到五聯化，即「聯網化、智能化、生態化、平台化及區塊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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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積極拓展新業務板塊，發力新增長點

• 通過建立和完善軟件商城功能應用、優化軟件銷售及升級等一系列措施，全面提升公司診斷
軟件收入。

• 汽車診斷產品與遠程診斷平台全面集成，打造一體化超級遠程診斷高端解決方案，創新用戶
體驗。

• 加速在政府主管機構、車輛運營組織、汽車培訓教育機構、二手車交易平台及保險公司等綜
合功能型行業客戶的滲透，不斷嘗試數據變現，為行業客戶賦能，推動行業診斷業務收入持
續增長；

（iv） 推動全球化佈局，進一步提升海外市場收入佔比及市場佔有率。

（v） 加強供應鏈管理及建設，提升產品質量，增強客戶黏性。

（vi） 繼續加強人力資源建設，強化人才培養及可持續發展工作，全面提升人均產值。

財務分析

報告期內公司財務狀況分析如下：

盈利狀況

上半年，較去年同期盈利變動分析如下（人民幣百萬元）：

銷售減少致毛利減少 -19

信用減值增加 -10

研發費用增加 -38

其他 2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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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上半年本集團銷售收入較去年同期下降7.9%主要由於海外業務收入佔比下降。期間費用較去
年同期增加了23%，主要由於公司正處於產品結構、業務模式及競爭策略的轉型階段，研發費用大
幅增加所致。受疫情影響企業經營困難，信用風險上升，本期準備亦因此上升。

其他收入及費用（人民幣百萬元） 本年 上年

租金收入 17 20

利息收入 0.7 0.3

利息支出 8 10

折舊 12 12

資產、負債及股東權益狀況

本報告期資產總額1,511,000,000元，比年初減少8%主要由於現金減少。負債總額764,000,000元，比
年初減少11%，主要是短期借款減少所致。股東權益總額747,000,000元。期末槓桿比率（總負債╱股
東權益）1.02（期初：1.12）。

資金主要來源和運用

期末，現金減少約107,000,000元。

經營活動現金流量

報告期公司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入主要來源於銷售商品業務收入，現金流出主要用於生產經營活
動有關的支出。報告期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淨流入33,000,000元。

投資活動現金流量

報告期公司投資活動沒有重大現金流入，投資活動淨流出的現金為70,000,000元，主要用於購建廠房
及設備及科研的資本性支出，上述支出基本主要來源於公司內部自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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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資活動現金流量

報告期籌資活動現金淨流出70,000,000元，主要為償還銀行貸款及利息。

其他重大事項的說明

1、 合併範圍

報告期內除新增子公司深圳明睿外，合併範圍沒有發生其他重大變更。

2、 審計委員會審閱報告期財務報告情況

公司董事會之審計委員會已審閱並確認2020年度中期財務報告。

3、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公司於報告期內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企業管治常規守
則》的守則條文。

4、 董事及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於本報告期內，本公司就董事及監事的證券交易，已採納一套不低於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標
準守則》所規定的標準行為守則。經特別與全部董事及監事作出查詢後，本公司確認，在截止
2020年6月30日6個月，各董事及監事已遵守該標準守則所規定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

5、 優先購買權

本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及中國法例項下概無有關優先購買權的條文，規定本公司須按比例向現
有股東提呈發售新股份。

6、 客戶與供應商

本公司前五名客戶營業收入總額約91,000,000元，佔本年全部營業收入總額約24%。最大客戶佔
本年全部營業收入總額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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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前五名供應商採購金額合計73,000,000元，佔本年採購總額約38%。最大供應商佔本年採
購總額約16%。

任何董事、董事的聯繫人，或任何股東（據董事會所知擁有5%以上的上市發行人股本者）均沒
有在上述披露的客户或供應商中佔有權益。

7、 股本

報告期內，本公司及附屬公司均沒有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股票，亦無按購股權計劃
授出購股權。

中報及其他資料

本公告將登載於本公司之網頁（網址為w w w . c n l a u n c h . c o m）及聯交所之網頁（網址為
www.hkexnews.hk）。整份中報將於適當的時候寄發予股東並登載於上述網頁。

承董事會命
深圳市元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劉新
董事長

中國•深圳
2020年8月28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劉新先生（董事長）、劉均先生、黃兆歡女士及 

蔣仕文先生，非執行董事彭堅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張燕女士、劉遠先生及寧波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