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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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
部或任何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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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Minsheng Drawin Technology Group Limited
中民築友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26）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

中民築友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
連同二零一六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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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4 38,072 257
銷售成本 7 (36,970) (45)

毛利 1,102 212

其他收入 5 28,938 1,856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6 29,231 (48,130)
銷售及分銷開支 7 (3,622) –
行政開支 7 (45,334) (25,040)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減值虧損 – (17,750)

經營溢利╱（虧損） 10,315 (88,852)
融資成本 (8,558) (7,013)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1,757 (95,865)

所得稅（開支）╱抵免 8 (1,127) 1,157

期間溢利╱（虧損） 630 (94,708)

為以下人士所佔的期間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451 (94,708)
－非控股權益 (821) –

630 (94,708)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其後可能被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 – 457
－外幣折算差額 49,031 (9,991)
轉撥至損益的項目：
－於贖回或出售後轉撥至損益及計入
其他虧損內的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公允價值虧損 209 9,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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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間其他全面收益╱（虧損），扣除稅項 49,240 (245)

期間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49,870 (94,953)

為以下人士所佔的期間
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39,400 (94,953)
－非控股權益 10,470 –

49,870 (94,953)

本公司擁有人所佔每股盈利╱（虧損）
（以每股港仙呈列）
－基本及攤薄 10 0.01 (0.93)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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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96,624 718,420
土地使用權 545,684 534,960
投資性房地產 33,394 35,662
無形資產 946 886
遞延所得稅資產 13 1,989 594

1,478,637 1,290,522

流動資產
存貨 67,842 16,467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11 170,078 120,525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69,131 121,252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
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 44,968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738,112 784,546
受限制現金 48,392 46,953

1,093,555 1,134,711

總資產 2,572,192 2,425,233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所佔權益
股本：面值 1,020,960 1,020,960
儲備 414,668 350,551

1,435,628 1,371,511
非控股權益 571,572 553,677

權益總額 2,007,200 1,925,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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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可換股債券 12 – 177,426
遞延所得稅負債 13 16,161 17,014
借貸 46,087 –

62,248 194,440

流動負債
可換股債券 12 185,069 –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4 230,190 256,830
預收客戶款項 17,681 1,844
即期所得稅負債 2,724 4,204
借貸 67,080 42,727

502,744 305,605

總負債 564,992 500,045

權益及負債總額 2,572,192 2,425,233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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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
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其
按歷史成本常規法編製，經重估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
的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包括衍生工具）以及以公允價值計量的投資性房地產作出修訂。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應與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
一併閱讀，其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
製。

2 會計政策

除下文所述外，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
合財務報表所採用及所述者一致。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採納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新修訂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2號（修訂）

「關於其他實體權益的披露」已作出修訂，澄清了該準則的披
露規定除了關於財務摘要資料的披露要求之外均適用於在分
類為持有待售的實體的權益

• 香港會計準則
第12號（修訂）

「所得稅」已作出修訂，列明了以公允價值計量的債務工具相
關的遞延稅項資產應如何核算

• 香港會計準則
第7號（修訂）

「現金流量表」已作出修訂，增加了關於融資活動產生的負債
變動的補充披露

自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開始採納上述的新修訂並無對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之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任何已頒佈但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尚未
生效的新訂會計及財務報告準則以及對現有準則之修訂及詮釋。

3 分部資料

營運分部的報告方式與提供予主要營運決策者的內部報告一致。主要營運決策者已被識
別為作出策略決定的本公司董事會，由其負責營運分部的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

本集團採用集中管理，而各董事將整個集團視為單一業務分部，故此並無呈列分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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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來自銷售預製組件的收入 36,228 –
諮詢服務收入 1,615 –
來自投資性房地產的租金收入 229 257

38,072 257

5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政府補助（附註 (a)） 22,963 –
稅項及政府附加稅退款 3,694 –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862 1,692
其他收入 1,419 164

28,938 1,856

附註：

(a) 本集團四家位於中國之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取得政府
補助約22,963,000港元。

6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贖回或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已變現收益╱
（虧損）淨額 947 (30,197)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
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虧損淨額 (413) (18,768)
收回其他應收款項

–撥回減值撥備 30,000 –
–延付利息 1,420 –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1,737) 834
出售投資性房地產的虧損淨額 (1,791) –
其他 805 1

29,231 (48,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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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按性質劃分的開支

開支包括銷售成本、銷售及分銷開支以及行政開支，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員工福利開支 46,905 11,938

已用原材料及消耗品 16,037 –

製成品及在製品存貨變動 (24,321) –

折舊 17,374 959

土地使用權攤銷 1,063 686

樓宇經營租賃租金 9,437 2,600

招待費用及旅遊開支 6,027 2,720

辦公室及公共事業開支 4,694 536

法律及專業費用 2,574 1,699

研發開支 1,252 2,261

增值稅附加 1,222 449

其他 3,662 1,237

銷售成本、銷售及分銷開支以及行政開支總額 85,926 25,085

銷售成本主要包括已用原材料及消耗品、製成品及在製品存貨變動、計入員工福利開支
的直接勞工成本、增值稅附加、與生產有關的折舊和土地使用權攤銷及其他生產開支。

8 所得稅開支╱（抵免）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於香港概無估計應課稅溢利，故概無
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中國利潤的稅項根據
管理層就整個財政年度所預期加權平均年度所得稅稅率的估計確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當期所得稅－中國企業所得稅 3,783 –

遞延所得稅（附註13） (2,656) (1,157)

期間所得稅開支╱（抵免）總額 1,127 (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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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任何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股息（截至二零一六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10 每股盈利╱（虧損）

(a) 基本

期間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所佔本集團綜合溢利╱（虧損）除以
期間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計算得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所佔綜合溢利╱（虧損）（千港元） 1,451 (94,708)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千股） 10,209,603 10,209,603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港仙） 0.01 (0.93)

(b) 攤薄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乃假設所有潛在攤薄的普通股已轉換而對發行在外普通股
加權平均數作出調整計算得出。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本公司僅有一類潛在攤薄的普通股，即可換股債券（附註12）。可換股債券乃假
設其已轉換為普通股，而本公司擁有人所佔溢利╱（虧損）已作出調整，以消除利息
開支（減稅務影響）。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轉換
可換股債券為普通股將增加每股盈利或減少每股虧損，故轉換可換股債券對每股
盈利╱（虧損）具反攤薄影響。因此，每股攤薄盈利╱（虧損）等同於每股基本盈利╱（虧
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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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來自第三方的貿易應收款項 33,873 35,124

應收票據 230 4,099

減：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487) (472)

應收款項總額，淨額 33,616 38,751

收購一家上海物業公司的誠意金（附註 (a)） – 28,000

有關贖回私募基金的其他應收款項（附註 (b)） – 23,795

可收回增值稅 73,317 44,362

應收關連方款項 19,187 2,207

按金 28,149 4,625

預付款項 9,235 4,274

其他 6,574 4,511

170,078 150,525

減：其他應收款項的減值撥備（附註 (a)及 (b)） – (30,000)

170,078 120,525

貿易應收款項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按發票日期的賬
齡如下：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少於一年 33,386 34,652

一至兩年 – –

超過兩年 487 472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最高信貸風險為上述各類別
應收款項的賬面值。本集團並無就應收款項持有任何抵押品。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的公允價
值與其賬面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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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本集團就其可能收購金鴻置業有限公司全部股權與
綠地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綠地」）訂立一份無法律約束力框架協議。其後，已向綠地支
付合共28,000,000港元作為可退還誠意金。於二零一六年三月八日，本集團已決定不
再進行可能收購事項，而框架協議已根據其條款失效。於二零一六年，由於本集團
經過一段長時間仍未能成功追討有關退款，因此已確認前述誠意金的減值21,000,000
港元。於二零一七年二月，本集團向綠地提起訴訟。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法院發出調解書，要求綠地向本集團退還誠意金。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本
集團已收回全數誠意金28,000,000港元及先前已確認的減值虧損 21,000,000港元相應
於二零一七年撥回。

(b) 指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有關應收Quantum Enhanced Fund（「QEF」）私募基金
的未償還贖回款項。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本集團對QEF提起訴訟以收回
未償還本金以及其相關成本及利息。於二零一六年，由於作出多次要求後亦未獲
正面回應，故本集團就可向QEF贖回的本金額確認減值虧損9,000,000港元。於二零
一七年二月十三日，法院就QEF作出對本集團有利的判決。然而，由於QEF並無就法
定償債書及法院判決作出回應，本集團作出進一步法律行動，於二零一七年三月
三十一日提出呈請對QEF進行清盤。本集團經過上述不斷努力收回應收款項後，本
集團隨後於二零一七年六月收回全數18,200,000港元及相關利息收入約1,400,000港
元。因此，先前已確認的減值虧損9,0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七年撥回。

12 可換股債券

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七日發行面值200,000,000港元的零票息可換股債券。債券
於發行當日起計三週年到期（名義價格為200,000,000港元），或可按持有人選擇於發行日
起計滿六個月當日至到期日前十個營業日的期間內按兌換價每股兌換股份0.2港元兌換
為股份。負債部份及權益轉換部份的價值於發行債券時釐定。

於綜合財務狀況表內確認的可換股債券計算如下：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可換股債券面值 200,000 200,000
減：權益部份 (45,118) (45,118)

154,882 154,882
利息開支 30,633 22,990
專業費用 (446) (446)

負債部份 185,069 177,426

就報告目的分析為：
流動負債 185,069 –
非流動負債 – 177,426

負債部份 185,069 177,426

可換股債券負債部份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公允價
值與其賬面值相若。公允價值使用按借貸利率 8.9%折現的現金流量計算，並屬於公允價
值等級架構第2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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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遞延所得稅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遞延所得
稅資產及負債的總變動（並無計及在同一稅務司法權區內抵銷結餘）如下：

遞延所得稅負債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月一日的期初結餘（經審核） 17,014 10,269

於損益入賬（附註8） (1,262) (1,157)

外幣折算差額 409 (69)

於六月三十日的期末結餘（未經審核） 16,161 9,043

遞延所得稅資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月一日的期初結餘（經審核） (594) –

於損益入賬（附註8） (1,394) –

外幣折算差額 (1) –

於六月三十日的期未結餘（未經審核） (1,989) –

14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及票據應付款項 27,597 9,015

有關收購廣州廠房的應付款項（附註 (a)） 6,360 6,171

應計工資 2,326 14,055

應計稅務款項（附註 (b)） 28,523 24,995

物業、廠房及設備建設應計費用 100,027 137,429

技術轉讓合約費用（附註 (c)） 36,941 38,144

應付關連方款項 21,972 21,030

應付利息 1,009 294

其他 5,435 5,697

230,190 256,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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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於二零一五年，本集團收購一座位於廣州的廠房以及若干設備。總代價為77,880,000港
元，其中6,360,000港元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尚未支付（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6,171,000港元）。

(b)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計稅務款項主要指有
關於二零一六年成立合營企業中民築友（長沙）綠建科技有限公司（「中民長沙」）的應
計稅項。

(c)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與若干第三方訂立特許協議以轉
讓有關預製組件建築技術。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根據該轉讓合約仍
有其他義務，因此本集團於其他應付款項確認所收取金額。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少於一年 27,597 9,015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的
公允價值與其賬面值相若。

本集團的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的賬面值主要以人民幣計值。



– 14 –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及展望

自二零一六年下半年起，全球經濟活動漸趨頻繁，市場整體步調堅實穩定，而
美國聯邦聯儲局則於二零一七年六月將聯邦基金目標利率調高25個基點。因
應美國正處於息率攀升週期，日本及歐洲兩大中央銀行已肩負持續進行量化
寬鬆措施的一切責任，即令股票及房地產以較高價格流通，並令息率以較低或
穩定價格流通。美國及歐元區的通漲趨勢繼續受到遏制，加上經濟前景漸趨明
朗，此等因素將對消費者支出及企業投資起重大承托作用。中國於二零一七年
七月錄得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較預期為高。儘管中國繼續收緊金融及房地
產政策，惟預期中國業務活動於近期理應維持強韌。有鑒於美國、歐元區及日
本正刺激起更多可持續發展及併購活動，我們預期全球經濟於二零一七年下
半年將繼續增長勢頭。

未來，中民築友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將持續專注裝配式建築全產業鏈
的研究和運營，充分利用國家政策支持，跟隨國家戰略進行產品創新和產業佈
局，以極具市場競爭力的產品提升本集團的收益及盈利。

當前國家高度重視裝配式建築產業發展，中國政府已先後多次發文明確發展
裝配式建築的方式和目標。此外，本公司首倡並實踐的EMPC模式（即設計、製
造、採購及施工一體化）（裝配式建築工程總承包）是國家建築產業現代化政策
明確指定的發展方向，市場容量較大，行業未來前景良好。

此外，本公司依託領先的裝配式建築科技，圍繞新型材料、新農村建設、智慧
製造等國家戰略方向進行創新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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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材料方面，本公司重點佈局國家政策大力支持的裝配式建築外牆保溫裝
飾一體板產業，本集團自主研發了創新科技產品－彩力板，實現了牆板裝飾、
保溫隔熱、除塵等功能的一體化，即將推出市場。該產品符合國家關於推廣新
型牆體材料的政策，市場容量較大；新農村建設方面，本公司積極回應國家美
麗鄉村建設戰略，開發適合中國農村市場的新農村節能環保住宅，並結合精准
扶貧、文化下鄉等政策，開發村級公共服務平台等專項產品，全面提升中國農
村建設品質，已獲得市場的重點關注；智慧製造方面，「中國製造2025」是國家
高度重視的產業方向，而建築業智慧製造缺乏專門企業，市場機遇巨大。本公
司已自主研發出技術領先的智慧化裝備和資訊化技術，通過前期自有科技園
佈局已完成試運營，效果良好。該等智慧化裝備和資訊化技術投入市場將大大
提升中國裝配式建築行業的智慧化水準。

在國內拓展上，本公司完成了中國的中東部主要發達地區的基本佈局，但未來
本公司仍然會繼續擴張，力爭在兩年內完成國內大部分省會城市、副省級以上
城市的佈局。同時通過核心城市的輻射效應，不斷在二、三線城市進行有針對
性的投資，延伸公司產業鏈。

在國內不斷佈局的同時，本公司積極回應國家「一帶一路」政策，計畫在非洲、
東南亞等區域設置運營中心，加強與全球著名科研機構、企業的合作，打造先
進的全球技術研發平台，共同拓展全球市場，勇敢扛起中國建築業第二次出海
的大旗。

面對廣闊的市場前景，本公司將繼續深耕裝配式建築領域，堅持「科技領先、
規模制勝」的策略，不斷加強行業尖端技術的研發，儘快向市場推出更優質、
更低成本的產品。本公司希望通過自身的努力，全力助推行業的成長和進步。

截至二零一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止第七個月期間，本集團已簽訂第三方預製組
件銷售總額約人民幣 357,600,000元但尚未確認為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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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製組件銷售收入－按地區劃分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崑山 14,477 –
長沙 14,329 –
南京 3,256 –
杭州 2,510 –
惠陽 1,610 –
合肥 46 –

合計 36,228 –

預製組件銷售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第三方的銷售收入 22,579 –
來自關聯方的銷售收入 13,649 –

合計 36,228 –

集團積極尋求發展機遇

近年來，為發展裝配式節能建築，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國家相繼出台了一系列
發展政策，其中，國務院在其頒佈的《關於進一步加強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工作
的若干意見》中明確指出，要大力推廣裝配式建築，10年內使裝配式建築佔新
建築比例達到 30%。

本集團為行業內第一家定位為裝配式節能建築領域的高科技製造企業，專注
於建築工業化全產業鏈的研究、生產與運營，已建立擁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全
國領先的五大類建築工業化核心技術體系，技術實力雄厚，專利申請數連續兩
年全行業前列，擁有行業一流的技術團隊及專業人才，參與編製國家、地方多
項行業標準。我們有信心將本公司打造成為具有行業第一的製造能力，擁有無
可比擬的成本優勢及產能優勢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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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二零一七年上半年取得的技術商標及專利

專利：上半年提交專利申請136項，獲得專利授權158項；截止二零一七年六月
底，累計提交專利申請約 644項，獲得專利授權242項。

商標：上半年，無商標註冊成果。截止二零一七年六月底，累計完成商標註冊
21項。

已投產廠房

區域 已動用產能 預計產能 園區面積 廠房面積
（約千立方米）（約千立方米） （約畝） （約平方米）

長沙工廠 15 300 325 33,841
杭州工廠 18 300 176 35,958
南京工廠 18 300 151 35,981
衡陽工廠 22 250 150 24,905
惠陽工廠 13 200 120 42,105
崑山工廠 60 100 110 16,874

合計 146 1,450 1,032 189,664

在建廠房

區域 預計產能 園區面積 廠房面積
（約千立方米） （約畝） （約平方米）

合肥工廠 300 158 22,398
佛山工廠 200 128 19,353

合計 500 286 41,751

合肥及佛山工廠已獲取土地證及其他相關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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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出售附屬公司的股本權益

轉讓方 標的公司 受讓方 轉讓比例 轉讓價
     
中民築友科技投資有限公司 浙江中民築友科技

有限公司
浙江環宇建設
集團有限公司

2% 人民幣1,200萬元

中民築友科技投資有限公司 中民築友科技（江蘇）
有限公司

江蘇欣納建設
發展有限公司

3% 人民幣1,500萬元

本集團致力打造為輕資產運營的高科技公司，出售少量股權可加強與傳統企
業合作，實現強強聯合，帶動產業轉型升級，以合作共贏拉動項目簽約。

於上半年所收取政府補貼

隨著國家大力支持建築工業化企業，各地方政府紛紛出台相關配套政策，給予
稅費減免、資金扶持等支持；同時，作為一家高科技企業，本集團的技術創新
能力得到政府主管部門的廣泛認可，緊跟國家供給側改革、智慧製造、一帶一
路建設、精准扶貧等國家戰略，在節能環保工程、促進產業升級轉型、智能製
造方面亦有巨大貢獻，在帶動當地就業、促進產業發展方面具備積極作用，各
地政府給予直接現金獎勵。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所收取政府補貼 22,963 –

本集團已滿足及符合中國有關規定及法規，以獲得上述政府補貼。



– 19 –

財務回顧

業績回顧

本集團主要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從事預製裝配式建築工程及物業投資
業務。

收入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與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期間相比，銷售預製組件產生的收入及諮詢服務收入為全新收入來源。因
此，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錄得銷售預製組件收入
約36,2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諮詢服務收入約
1,6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及來自投資性房地產
的租金收入約2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00,000港元）。

銷售成本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錄得銷售成本約 37,000,000
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5,000港元）。銷售成本增長主要
來自銷售預製組件此一新收入來源，且有關增幅與銷售增長一致。

其他收入

回顧期內，其他收入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約1,900,000港
元大幅增至約 28,900,000港元，主要由於所收取的政府補貼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回顧期內，其他收益約為29,200,000港元，主要包括 (i)贖回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
已變現收益淨額約1,000,000港元；(ii)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公允價值
虧損淨額約400,000港元；(iii)收回其他應收款項約30,000,000港元；(iv)匯兌虧損
淨額1,700,000港元；(v)就收回其他應收款項所收取的利息約1,400,000港元及 (vi)
出售投資性房地產的虧損淨額約 1,800,000港元。

銷售及分銷開支

回顧期內，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銷售及分銷開支約為
3,6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有關開支與銷售預
製組件直接相關，且有關增幅與銷售收入增長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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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回顧期內，行政開支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 25,000,000
港元增加約20,300,000港元至45,300,000港元。有關增幅主要由於 (i)本集團人數大
增導致員工總成本增加；及 (ii)隨著本集團擴展的其他一般行政開支增加。

融資成本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融資成本約 8,600,000港元指 (i)零
票息可換股債券攤銷的實際利息約 7,600,000港元及 (ii)銀行借貸的利息開支約
1,000,000港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的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約為53,0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經營活動所用
的現金淨額約為3,600,000港元），而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
現金等值項目約為738,1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84,500,000港
元）。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流動資產約1,093,600,000港元（二零一六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34,700,000港元）及流動負債約502,7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305,6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流動比率（按並
無受限制現金的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計算）約為2.1（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3.6）。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負債權益比率（即總借貸及可換股債券除
以權益總額所得的百分比）為14.9%（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4%）。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七日發行的可換
股債券及其負債部份約185,1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77,400,000
港元）以及一年期銀行借貸約為67,1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2,700,000港元）及三年期銀行借貸約為46,1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無）。

除上文所述事宜外，本報告所公佈與有關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的資料概無重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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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料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致力於維持高水平之企業管治常規。董事會認為，良好有效之企業管治
對於公司加強其面向投資大眾及其他利益攸關方之問責制及透明度至關重要。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已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
企業管治守則（「守則」）之守則條文，惟下文披露之偏離除外：

(a) 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有關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所區分，惟董
事會主席目前兼任兩職；

(b) 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4.1條有關按特定任期委任周峰先生為非執行董事（須
重選連任）；

(c) 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6.7條有關董事應出席本公司股東大會。陳東輝先生、
趙曉東先生及李志明先生因自身業務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六月
十二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行政總裁誾軍先生於二零一六年十月三日獲委任為董事會主席。鑒於
本集團現時快速發展，董事會相信，將董事會主席及行政總裁角色歸於同一
人，可促進本集團業務策略執行及提高其營運效率。此外，於董事會（由三名執
行董事、三名非執行董事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所組成）監督下，本公司股東
的利益將可獲足夠公平地表達。本公司將考慮本集團的業務需要及發展，就行
政總裁的職位適時物色及委任合適及合資格人選以尋求重新遵守守則條文第
A.2.1條。

於回顧期內，各非執行董事與本公司訂立為期兩年的委任函，惟周峰先生須
根據本公司公司細則的條文輪值退任及重選連任（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二零
一六年年報的企業管治報告），且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二日的
公告所披露有關彼重選連任未獲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為決議案。因此，
本公司認為細則內該等條文充分符合守則條文第A.4.1條的相關目的，而周峰
先生於股東週年大會結束後已不再擔任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從而本公司已全
面遵守有關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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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交易守則

本公司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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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標準守
則（「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應本公司所作特定查詢，
所有董事已確認，彼等於回顧期內已全面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本公司已就可能擁有有關本公司證券內幕消息的相關僱員買賣本公司證券採
納一套守則，其條款嚴謹程度不遜於標準守則所載者。

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
證券。

中期業績審閱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回顧期內之中期業績及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
務報表。

承董事會命
中民築友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誾軍

香港，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如下：誾軍先生（主席）、弭洪軍先生及陳致澤先生為
執行董事；陳東輝先生、幹萍女士及趙曉東先生為非執行董事；陳志鴻先生、
姜洪慶先生、李志明先生及馬立山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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