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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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北京迪信通商貿股份有限公司
Beijing Digital Telecom Co., Lt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188）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就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本集團的收入為人民幣 6,202,947千元，較去年同期增加8.29%。

本公司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淨虧損為人民幣 167,847千元，去年同期本公
司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淨虧損為人民幣3,443,514千元，降幅 95.13%。

每股基本虧損為人民幣0.23元，去年同期每股基本虧損為人民幣4.72元，降
幅95.13%。

北京迪信通商貿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迪信通」）董事（「董事」）會（「董事會」）
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或「我們」）截至 2022年6月30日止
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業績，連同2021年同期的比較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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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5 6,202,947 5,728,172
銷售成本 (5,945,702) (5,380,657)  

毛利 257,245 347,515

其他收入及收益 5 39,076 123,566
銷售及分銷開支 (247,436) (251,028)
行政開支 (96,356) (846,544)
金融資產撥回╱（減值虧損） 10,635 (931,182)
其他開支 (28,803) (2,065,994)
財務成本 (98,962) (139,625)
以下人士應佔虧損及溢利：
合營企業 (2,595) 3,369
聯營公司 (1,453) 9,379  

除稅前虧損 6 (168,649) (3,750,544)

所得稅（開支）╱抵免 7 (227) 313,158  

期內虧損 (168,876) (3,437,386)  

以下人士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167,847) (3,443,514)
非控股權益 (1,029) 6,128  

(168,876) (3,437,386)  

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
期內虧損 8 (0.23)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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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內虧損 (168,876) (3,437,386)  

其他全面虧損
可能於其後期間重新分類為損益的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應佔一間合營企業其他全面虧損 (433) (2,918)  

換算海外業務匯兌差額 (2,077) (2,855)  

將不會於其後期間重新分類為損益的
其他全面收 益╱（虧 損）：

指定以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其他全面收益的股本投資：
公平值變動 – 30,516
所得稅影響 – (28,422)  

– 2,094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扣除稅項） (2,510) (3,679)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171,386) (3,441,065)  

以下人士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170,357) (3,447,231)
非控股權益 (1,029) 6,166  

(171,386) (3,441,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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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2022年6月30日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2,221 66,710
使用權資產 241,192 282,565
其他無形資產 2,979 3,557
投資於合營企業 51,502 54,531
投資於聯營公司 254,003 255,455
按攤銷成本計量的債務工具 – 500
指定以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其他全面收益的股本投資 1,009 1,009  

非流動資產總值 612,906 664,327  

流動資產
存貨 9 285,817 294,308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10 2,781,664 2,892,151
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其他資產 1,689,616 2,167,047
以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損益的金融資產 81,066 104,399

應收關聯方款項 468,491 431,922
已抵押存款 652,629 729,35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1,275 91,225  

流動資產總值 6,060,558 6,71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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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11 179,749 719,19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580,552 1,144,445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1,934,611 2,139,954
租賃負債 97,731 115,354
應付關聯方款項 3,116,339 2,289,127
應付稅項 5,614 8,630  

流動負債總額 5,914,596 6,416,704  

淨流動資產 145,962 293,70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58,868 958,030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15,075 17,970
遞延稅項負債 1,360 1,700
租賃負債 161,612 182,622
其他長期應付款項 34,211 37,742  

淨資產 546,610 717,996  

權益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2 732,460 732,460
儲備 (197,735) (27,378)  

534,725 705,082

非控股權益 11,885 12,914  

權益總額 546,610 717,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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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2022年6月30日 

1. 公司及集團資料

本公司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位於中
國北京市海淀區北窪西里頤安嘉園18號頤安商務樓C座4層101號。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以下統稱「本集團」）主要從事移動通訊設備及配件銷售及提供相關
服務。

華發集團（包括珠海華發實體產業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及香港華發投資控股有限公司，下
文簡稱「華發集團」或「控股股東」）於2021年向劉氏家族（包括當時的控股股東劉東海先生
（下文簡稱「當時的控股股東」）及其兄弟姊妹劉松山先生、劉華女士、劉文萃女士及劉詠
梅女士）及其他原股東收購本公司67.77%的股權，並連同與劉氏家族的一致行動人協議，
合計控制本公司90.76%的表決權。

2. 編製基準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
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所需的
所有資料及披露，而且應與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
讀。

3. 會計政策及披露的變動

編製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所採納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
的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惟本期間財務資料首次採納以下經修訂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除外。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 對概念框架的參考
國際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 物業、廠房及設備：作擬定用途前的所得款項
國際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 有償合約－履行合約的成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2018年至
2020年的年度改進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9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隨附之說明
性案例及國際會計準則第41號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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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性質及影響載列如下：

(a)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修訂以 2018年6月頒佈之對財務報告概念框架之提述取代
先前對編製及呈列財務報表框架之提述，而毋須大幅改變其要求。該等修訂亦為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增加確認原則的例外情況，實體可參考概念框架釐定資產或
負債的構成要素。該例外情況規定，對於單獨而非於業務合併中承擔且屬於國際會
計準則第37號或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21號範圍內的負債及或然負債，應用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的實體應分別提述國際會計準則第37號或國際財務報告詮
釋委員會－第 21號，而非概念框架。此外，該等修訂澄清或然資產於收購日期不符
合確認資格。本集團已就於2022年1月1日或之後發生的業務合併前瞻性地應用該等
修訂。由於本期間發生的業務合併所產生的修訂範圍內概無或然資產、負債及或然
負債，該等修訂並無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表現造成任何影響。

(b) 國際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禁止實體從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成本中扣除資產達到管
理層預定的可使用狀態（包括位置與條件）過程中產生的全部出售所得款項。相反，
實體須將出售任何有關項目的所得款項及成本計入損益。本集團已於2021年1月1日
或之後前瞻性地應用該等修訂於可供使用的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由於 2021年1

月1日或之後物業、廠房及設備可供使用時並無產生項目銷售，該等修訂並無對本
集團的財務狀況或表現造成任何影響。

(c) 國際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澄清，就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7號評估合約是否屬有償
而言，履行合約的成本包括與合約直接相關的成本。與合約直接相關的成本包括履
行該合約的增量成本（例如直接勞工及材料）及與履行合約直接相關的其他成本分
配（例如分配履行合約所用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折舊開支以及合約管理與監督
成本）。一般及行政費用與合約並無直接關係，除非合約明確向對手方收費，否則
將其排除在外。本集團已前瞻性地採用該等修訂於其在2022年1月1日尚未履行其所
有責任的合約，且概無確認有償合約。因此，該等修訂並無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或
表現造成任何影響。

(d)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2018年至2020年的年度改進載列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號、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隨附之說明性案例及國際會計準則
第41號修訂。適用於本集團之該等修訂詳情如下：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金融工具：澄清於實體評估是否新訂或經修改金融
負債的條款與原金融負債的條款存在實質差異時所包含的費用。該等費用僅
包括借款人與貸款人之間已支付或收取的費用，包括借款人或貸款人代表其
他方支付或收取的費用。本集團已就於 2022年1月1日或之後修改或交換的金
融負債前瞻性地應用該等修訂。由於本集團金融負債於期內概無修改，該等
修訂並無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或表現造成任何影響。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刪除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隨附之說明性
案例 13中有關租賃物業裝修的出租人付款說明。此舉消除於應用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第16號有關租賃優惠處理方面的潛在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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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分部資料

為便於管理，本集團根據其產品及服務劃分業務部門，並擁有一個可呈報經營分部，即
銷售移動通訊設備及配件。

管理層監察本集團整體業務的經營業績，以就資源分配及業績評估作出決策。

主要客戶資料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概無從單一客戶賺取超過本集團於報告期間總收入的10%。

業務的季節期

由於業務的季節特性，過往通常預期下半年的收益及經營溢利比首六個月高。自7月至10
月初期間銷售額較高，主要因移動通訊設備及配件於假期的需求增加所致；另 11月至 12
月期間，銷售額較高主要因新系列移動通訊設備的推出使消費者需求增加所致。然而，
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及其後進一步爆發幾波疫情，這對本集團的業務產生重大
負面影響，進一步詳情載於附註14，報告期後事項。提供該等資訊是為了使業績更容易
理解。然而，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管理層認為本集團的業務不屬「極容易受季節影
響」的情況。

5.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a) 收入

收入分析如下：

分部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貨物或服務的類型
移動通信設備及配件的銷售 5,969,592 5,517,696
包括：
移動通訊設備及配件零售 1,744,193 1,533,415
對加盟商銷售通訊設備及配件 306,789 397,932
移動通訊設備及配件批發 3,918,610 3,586,349
來自移動運營商的服務收入 135,943 108,603
其他服務費收入 97,412 101,873  

客戶合約總收入 6,202,947 5,728,172  

區域市場
中國境內 6,020,922 5,588,665
西班牙 179,129 138,977
香港 2,896 –
印度 – 530  

客戶合約總收入 6,202,947 5,728,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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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確認時點
於某一時點轉讓的貨物 5,969,592 5,517,696
隨時間轉讓的服務 233,355 210,476  

客戶合約總收入 6,202,947 5,728,172  

(b) 其他收入及收益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 27,338 11,916

政府補助（附註 (a)） 2,416 3,797

其他 9,322 107,853  

39,076 123,566  

附註 (a)： 該金額指本集團附屬公司就若干財務資助及退稅而收取來自中國地方政
府機關的補助，以支持當地業務。該等政府補助並無附帶未達成條件及其
他或然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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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虧損

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的除稅前虧損乃經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達致：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售存貨及已提供服務成本 5,945,702 5,380,657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8,989 20,831

無形資產攤銷 577 96

使用權資產折舊 64,891 73,962

租賃負債利息 6,261 7,301  
   

金融資產減值：
應收賬款減值及撇減 106,416 645,882

其他應收賬款（撥回）╱減值及撇減 (117,051) 283,960

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
全面收益的金融資產減值 – 1,340

以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
金融資產的公平值虧損╱（收益） 2,952 (1,155)

存貨減值及撇減 17,109 1,967,382

商譽減值 – 50,521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 838 4,974

使用權資產減值 172 –

無形資產減值 – 1,81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1,384 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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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

本公司乃按 25%的法定稅率（根據 2008年1月1日生效的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予以釐定）就本
集團的應課稅溢利計提即期所得稅撥備，惟本公司兩家附屬公司四川億佳隆通訊連鎖有
限公司及迪信斯麥爾科技（廣東）有限公司除外，該等公司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期間分別按15%及12.5%的優惠稅率繳稅。所得稅開支的主要部分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
期內開支 567 1,503

當期虧損的稅項抵免 – (368,807)

遞延稅項 (340) 54,146  

期內稅項開支╱（抵免）總額 227 (313,158)  

附註： 就過往期間的虧損而言，稅項抵免乃以可收回金額為限進行確認，可收回金額即
結存的未付稅項撥備。並無就當前期間超過該金額的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因
此亦無確認稅項抵免。董事認為，應課稅溢利不太可能用於抵扣可抵扣暫時性差
異，以及未使用稅項抵免和未使用稅項虧損的結轉。

8. 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報告期內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及已發行普通股的加
權平均數計算得出。

本集團於報告期內並無已發行潛在攤薄普通股。每股基本虧損乃基於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虧損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的母公司普通股權益
持有人應佔虧損： (167,847) (3,443,514)  

股份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732,460,400 732,46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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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存貨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庫存商品 328,286 339,095

耗材 548 1,450  

減：存貨撥備 (43,017) (46,237)  

285,817 294,308  

10.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賬款 3,086,098 3,137,229

應收票據 47,591 531

減：應收賬款減值 (352,025) (245,609)  

2,781,664 2,892,151  

本集團授予客戶不同的信貸期。本集團向客戶作出的零售銷售為現金銷售。信貸期乃提
供予通訊設備及配件銷售的大額客戶。提供予非公司客戶的信貸期按個別情況考慮。本
集團對未收應收款項維持嚴格的控制及密切的監察，以降低信貸風險。逾期結餘會由管
理層定期檢討。鑒於上文所述及本集團的應收賬款與大量分散客戶有關，故並無重大的
信貸集中風險。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不計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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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計算並扣除撥備的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結餘的賬齡分析如下：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90天內 993,716 861,280

91至180天 293,354 1,403,683

181天以上 1,494,594 627,188  

2,781,664 2,892,151  

11.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賬款 179,749 276,234

應付票據 – 442,960  

179,749 719,194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計算的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結餘的賬齡分析如下：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90天內 131,592 204,830

91至180天 11,264 153,440

181天以上 36,893 360,924  

179,749 719,194  

12. 已發行股本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登記、發行及繳足：
732,460,400股每股面值人民幣1元的普通股
（2021年：732,460,400股） 732,460 732,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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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股息

董事並無就報告期建議派付中期股息。

14. 報告期後事項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爆發仍處於多發狀態，旅行限制仍然存在，若干城市採取了封鎖措
施以遏制疫情。 這些措施對本集團的業務以及包括本集團所有潛在客戶在內的整個零
售業造成重大負面影響。報告期內，本集團的多家零售店未全天營業，或「斷斷續續」營
業，導致隨著疫情持續，零售店全面關閉。中期資產負債表日後，隨著疫情持續，零售店
關閉的趨勢仍在繼續，隨著其後幾波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預期疫情在短期內不太可
能得到控制。

當零售店鋪關閉時，本集團須就實體存貨的損毀及損失以及來自零售商的應收賬款及
寄售存貨計提撥備，這些零售商轉售零售店鋪的移動裝置及零件，其可收回性變得困難
及╱或存疑。本集團亦須撇銷租賃物業裝修、傢私及固定裝置等若干固定資產、使用權資
產，以及租金及其他不可收回的公用事業押金。

對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在「斷斷續續」的基礎上營運的零售店鋪，或在疫情結束╱控制後
暫時停業以尋求恢復業務的零售店鋪，管理層很難於資產負債表日期估計該等零售店鋪
是否會隨著疫情持續以及其後進一步爆發的幾波疫情而關閉。管理層根據當時可獲得的
資料使用其最佳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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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一、 業務回顧

2022年上半年，在疫情影響下，本公司多個重點業務區域受波及較為嚴重，
尤其是位於上海、北京及河南的三個主要附屬公司。即便如此，本公司今
年上半年的手機銷量及營業收入同比仍有提升。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本集團手機銷量達到2,002千台，比2021年同期1,896千台增加106千台，
增幅5.59%；2022年上半年營業收入為人民幣6,202,947千元，比2021年同期收
入人民幣 5,728,172千元增加人民幣 474,775千元，增幅 8.29%；2022年上半年
本公司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淨虧損為人民幣167,847千元，比2021年同期
本公司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淨虧損人民幣3,443,514千元減少人民幣3,275,667
千元，降幅95.13%。

二、 財務狀況和經營業績

（一） 概覽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淨虧損為人民幣 168,876千
元，2021年同期淨虧損為人民幣3,437,386千元，降幅95.09%；其中，本
公司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淨虧損為人民幣167,847千元，比2021年同
期本公司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淨虧損人民幣3,443,514千元減少人民幣
3,275,667千元，降幅95.13%。

1. 營業收入

本集團截至 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營業收入為人民幣 6,202,947
千元，較 2021年同期之營業收入人民幣5,728,172千元增加人民幣
474,775千元，增幅為8.29%。收入的增加主要是對第三方的批發業
務收入增加，以及線上直播業務的零售業務收入增加。我們的移
動通訊設備及配件銷售包括 (i)我們的零售業務銷售；(ii)我們的
特許加盟業務銷售；及 (iii)我們的批發業務銷售。我們零售業務所
得收入包括我們獨立門店、店中店門店、與移動運營商合作開設
的門店及網絡銷售平台銷售移動通訊設備及配件的銷售收入。
我們特許加盟業務所得收入包括向加盟商銷售移動通訊設備及
配件銷售所得收入。我們批發業務所得收入包括我們分銷給移動
運營商及其他第三方零售商的移動通訊設備及配件的銷售收入。

本集團截至 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來自移動通訊設備及配件銷
售收入為人民幣5,969,592千元，較 2021年同期之來自移動通訊設
備及配件銷售收入人民幣 5,517,696千元增加人民幣 451,896千元，
增幅為8.19%。



– 16 –

本集團截至 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來自移動運營商的服務收入
為人民幣135,943千元，較2021年同期之來自移動運營商的服務收
入人民幣108,603千元增加人民幣27,340千元，增幅為25.17%。

2. 銷售成本

本集團截至 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銷售成本為人民幣 5,945,702
千元，較 2021年同期銷售成本之人民幣5,380,657千元增加人民幣
565,045千元，增幅為10.50%。主要是由於營業收入增加所致。

3.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截至 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毛利為人民幣257,245千元，
較2021年同期之毛利人民幣347,515千元減少人民幣90,270千元，
降幅25.98%。我們截至2022年及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總體毛利
率分別為4.15%及6.07%。我們總體毛利率變低，是因為2022年上半
年批發和零售的毛利率較之2021年同期，都有所下跌。

4. 其他收入及收益

其他收入及收益包括 (i)利息收入；(ii)政府補助；及 (iii)其他。本
集團截至 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來自其他收入及收益為人民幣
39,076千元，較 2021年同期之其他收入及收益人民幣123,566千元
減少人民幣84,490千元，降幅68.38%。其他收入及收益減少主要是
由於 2022年上半年並無將已結業的供應商之相關應付款項處置
並結轉為其他收入所致。

5. 銷售及分銷開支

本集團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銷售及分銷開支總額為人民幣
247,436千元，較2021年同期之銷售及分銷開支總額人民幣251,028
千元減少人民幣3,592千元，降幅為1.43%。本期間銷售及分銷開支
下降，主要由於市場管理費、水電費及其他開支下降且部分被員
工薪資、廣告和業務宣傳費增加所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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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截至 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其他銷售及分銷開支為人民
幣10,567千元，較2021年同期之其他銷售及分銷開支人民幣32,005
千元減少人民幣21,438千元，降幅為66.98%，減少主要是在華發集
團成為本公司控股股東後新實施的精細化管理下，大力推動降本
節支，減少雜項費用支出，效果明顯。

本集團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職工薪酬總額為人民幣122,594
千元，較2021年同期之職工薪酬總額人民幣110,407千元增加人民
幣12,187千元，增幅為11.04%。增加是基於去年同期由於疫情影
響，已經精簡人員結構降低了薪酬支出，而本期銷售額增加，銷
售人員工資有所增加。

6. 行政開支

本集團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行政開支總額為人民幣96,356
千元，較2021年同期之行政開支總額人民幣846,544千元減少人民
幣750,188千元，降幅為88.62%。行政開支減少主要是職工薪酬、銀
行手續費、中介機構費、信息服務費，及其他費用減少。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中介機構費用為人民幣12,635千元，
較2021年同期之中介機構費用人民幣26,245千元人民幣減少13,610
千元，降幅為51.86%。減少主要是去年同期費用偏高，有諮詢費
人民幣22,317千元。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信息服務費為人民幣7,738千元，較
2021年同期之信息服務費119,034千元，減少人民幣111,296千元，
降幅93.50%。減少主要是本集團去年同期系統升級更新費用支出
較高。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其他費用人民幣10,623千元，較2021
年同期之其他費用人民幣597,289千元減少人民幣586,666千元，降
幅為98.22%。減少的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由於門店關閉產生巨額
虧損。

7. 財務成本

本集團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財務成本總額為人民幣98,962
千元，較2021年同期之財務成本總額人民幣139,625千元減少人民
幣40,663千元，降幅為29.12%。財務成本減少是相較去年同期資金
佔用成本降低。



– 18 –

8. 其他開支

我們的其他開支主要包括存貨減值及撇減、商譽減值、固定資產
減值及無形資產減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其他
開支為人民幣28,803千元，比2021年同期其他開支人民幣2,065,994
千元減少人民幣2,037,191千元，降幅為98.61%。該減少主要由於存
貨減值及撇減減少、商譽減值減少、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減少
以及無形資產減值減少。

9. 所得稅抵免╱（開支）

本集團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所得稅開支總額為人民幣227
千元，而2021年同期之所得稅抵免則為人民幣313,158千元。相關
變動主要因為本期概無就虧損確認稅項抵免。

10. 債務－銀行及其他借貸

截至2022年6月30日，我們的銀行借貸主要是短期性質和長期性
質的銀行貸款和其他借款。下表載列我們於所示日期的未償還借
貸：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
銀行貸款：
無抵押、須於一年內償還 830,387 1,229,604
有抵押、須於一年內償還 993,857 762,000

其他借款：
無抵押、須於一年內償還 29,253 68,350
有抵押、須於一年內償還 81,114 80,000  

長期
無抵押、須於一年以上償還 15,075 17,970  

合計 1,949,686 2,157,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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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2年6月30日，我們與銀行訂立多份貸款協議以撥付我們的
業務經營及擴張所需資金。該等銀行貸款須於一年內或按要求償
還。該等銀行貸款為按中國人民銀行基準利率加溢價計息的銀行
貸款。我們主要將該等銀行貸款用於購買移動通訊設備及配件。

截至 2022年6月30日，我們的銀行及其他借貸為人民幣 1,949,686
千元，較截至2021年 12月31日的人民幣2,157,924千元減少人民幣
208,238千元，降幅為 9.65%。

董事確認，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及截至本公告日期，我們在清繳
應付貿易及非貿易款項及銀行借款方面並無任何重大拖欠，亦
未違反任何財務契諾。除本節所披露者外，銀行借貸項下的協議
並不包括可能對我們未來做出額外借貸或發行債務證券或股本
證券的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響的任何契諾。於2022年6月30日，我
們並無任何未償還按揭、抵押、債權證、貸款資本、銀行透支、貸
款、債務證券或其他類似債務、融資租賃或租購承擔、承兌負債
或承兌信貸或任何擔保或其他未了結重大或有負債。

（二） 流動資產及財務狀況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持有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人民幣 101,275千
元，較於2021年12月31日的人民幣91,225千元增加人民幣10,050千元，
增幅為11.02%。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短期銀行及其他借貸為人民幣1,934,611千元，
較於2021年12月31日的人民幣2,139,954千元減少人民幣205,343千元，降
幅為9.60%。

（三） 資本性支出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資本性支出為人民幣6,721千元，
主要為購建固定資產及新開門店及老店翻新的裝修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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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主要財務比率

下表載列我們於所示日期的流動比率、資產負債比率及淨債務權益
比率：

項目
於 2022年
6月 30日

於 2021年
12月 31日 變動 變動比率

流動比率 1.02 1.05 (0.03) (2.86%)
資產負債比率 77.18% 74.22% 2.96% 3.99%
淨債務權益比率 338.16% 287.84% 50.32% 17.48%    

流動比率按各財政期末的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計算得出。於2022年
6月30日，我們的流動比率為 1.02，相較於 2021年12月31日的流動比率
1.05，減少0.03，降幅為2.86%。其減少主要原因是流動資產減少。

資產負債比率按各財政期末的債務淨額除以債務淨額加總權益再乘
以100%計算得出。債務淨額包括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扣除現金及現
金等價物。於2022年6月 30日，我們的資產負債比率為77.18%，相較於
2021年12月31日的資產負債率74.22%增長2.96個百分點，增幅為3.99%。
其增長主要是由於總權益減少。

淨債務權益比率等於期末債務淨額除以總權益再乘以100%。於2022年
6月30日，我們的淨債務權益比率為338.16%，相較於2021年12月31日的
淨債務權益比率287.84%增長50.32個百分點，增幅為17.48%。其增長主
要是由於總權益減少。

（五） 重大收購及出售

截至2022 年6 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重大收購及出售。

（六） 或有負債

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現為一名第三方所提起違約訴訟的共同被告人，
本集團該附屬公司因此須承擔連帶責任。 根據法律顧問提供的資料，
本集團已於綜合財務報表中計提金額人民幣28,682千元。  董事認為，
基於現時可得資料，計提的金額為本集團在本次訴訟中承擔的最高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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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匯率風險

本集團的經營業務主要於中國大陸發生，大部分交易以人民幣結算，
資產負債主要以人民幣計價。本集團面臨的外幣風險來自於以美元、
歐元、港幣、印度盧比及孟加拉國塔卡計價的銀行存款和其他應收
款。本集團未對外幣風險進行套期保值。

（八） 資產抵押

於2022年6月30日，除金額為人民幣652,629千元的已抵押存款、人民幣
80,267千元的以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外，還有人
民幣21,783千元的抵押房產。

（九） 重大投資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無其他重大投資項目。

（十） 股權安排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未進行股權認購。截至本公告
日期，本集團尚未制定股權計劃。

（十一） 股本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股本架構無重大變化。

（十二） 重大報告期後事項

於2022年8月1日，黃明強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聯席公司秘書兼董事會
秘書。於2022年8月22日，楊慧女士辭任本公司監事（「監事」）及監事會
主席。於同日，高志強先生獲委任為監事及獲選舉為監事會主席。進
一步詳情請參閱日期分別為2022年8月1日及2022年8月22日之本公司
公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及直至本公告日期，本集團概無於 2022年6月30日
後的期後事項須予以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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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共有3,035名僱員（2021年6月30日：3,785名）。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薪酬開支及員工福利費用款額約為人
民幣164,211千元（截至 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71,528千元），
本公司現有僱員的薪資報酬包括員工崗位工資、績效工資、社會保險
和住房公積金相關款項。本公司亦開展多種形式僱員培訓，包括職業
素質培訓、產品及業務知識培訓、管理技能培訓，主要以在線學習、
交流會和專項培訓三種方式開展。

三、 2022年下半年業務展望

2022年上半年，全球手機供應鏈的緊張及芯片缺貨問題仍然持續，多個區
域的疫情管控愈加嚴格，迪信通多個重點業務區域受到波及較為嚴重。隨
著廠家供應的恢復和經濟的不斷提振，我們相信，2022年下半年我們將從
以下幾個方面著手提升本公司業績，以抓住市場機會：

（一） 隨著迪信通公司運營質量的不斷完善提高，2022年下半年，本公司將
著力於零售業務的精細化運營，一方面降本增效，提升各個條線業務
的運營質量，實現本公司業績的良性穩步提升；另一方面，本公司將
基於目前業務開展的現狀，不斷加強零售業務的售後服務市場業務佔
比，不斷探索提升如保險、回收、分期、維修等粘性更高、盈利能力更
強的服務性業務收入，為本公司零售業務長期提升奠定堅實的基礎。

（二） 繼續深度綁定移動運營商，從零售業務廳店進駐運營、多元化品類服
務、政企業務合作等方面，在5G時代繼續獲得海量運營商資源。

一方面，業務廳店運營業務依然是迪信通經營利潤的重要來源，在此
基礎上，2022年下半年本公司將在增值服務、泛智能產品等方面實現
向移動運營商供應的新突破；同時得益於本公司2022年以來在移動運
營商相關政企業務方面的持續佈局，本公司將不斷擴大與移動運營
商政企業務方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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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迪信通將繼續尋找合適的供應鏈上游業務機會、擴大政企
業務規模。新冠疫情以來，通訊數碼行業的供應鏈上游參與者面臨著
較大的資金與物流壓力，同時運營商分銷和零售策略的變化也對供
應鏈上游提出的新的挑戰，雙方出現需求上的不匹配。迪信通作為同
時具備供應鏈和資金資源的行業參與者，可伺機進入、為供應鏈上游
與運營商下游提供資金與產品服務，開展規模化的分銷業務。

（三） 積極應對品牌格局變化，不斷基於對市場趨勢的預判，調整完善與上
游品牌的戰略合作挖掘潛力，匹配廠家策略佈局零售陣地、獲取發展
紅利。2022年國內的手機品牌格局還在不斷的重構與變化之中，迪信
通在變化的過程中，不斷基於自身行業洞察力與預判能力，增強與上
升期品牌的全方位合作緊密程度，佈局下一階段業績增長資源稟賦。

（四） 強化全渠道履約能力，打造迪信通服務於各大電商的千家前置倉和
標準化履約體系，構造全渠道訂單與庫存共享平台。近3年來，迪信通
不斷探索與線上電商合作，打造門店訂單履約能力，目前本公司與京
東、抖音、快手、唯品會、美團、餓了麼等平台均實現了高速增長，我
們預期 2022年下半年此類業務仍將不斷拓展並保持本集團高速增長
的勢頭。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截至 2022年6月 30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中期股息。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已採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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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作為其本身之企業管治守
則。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除下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已遵守企
業管治守則所載的所有適用守則條文，並採納了大部份的建議最佳常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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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C.2.1條，董事長及行政總裁角色應予以區分及由不
同人士擔任。許繼莉女士（「許女士」）為本公司董事長及總裁，該職位的角色及
責任與行政總裁相同，惟職銜不同。董事會認為許女士於現階段身兼兩職有助
維持本公司政策持續性以及本公司營運穩定性及效益，屬適當及符合本公司
最佳利益。董事會亦定期會晤以審閱許女士領導之本公司營運。因此，董事會
認為該安排將不會對董事會與本公司管理層之間的權力和授權的平衡造成影
響。本公司將繼續檢討及提升其企業管治守則，以確保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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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其董事及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經向所有董事
及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各董事及監事已確認，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期間，彼等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訂的標準。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
或出售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審計委員會

董事會已設立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現時成員包括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蔡振輝先生（主席）、呂廷杰先生及一名非執行董事潘安然女士。

審計委員會連同本公司管理層及外聘核數師已審閱本集團截至2022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業績。

繼續暫停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H股已自2021年6月4日上午九時正起暫停買賣，並將繼
續暫停，直至另行通知。本公司將適時根據上市規則就恢復公眾持股量刊發進
一步公告。



– 25 –

刊發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

本 中 期 業 績 公 告 分 別 刊 登 於 聯 交 所 網 站 (www.hkexnews.hk)及 本 公 司 網 站
(www.dixintong.com)。當中載有所有上市規則所要求的資料之本公司2022年中期
報告，將適時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分別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刊載。

承董事會命
北京迪信通商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許繼莉

中國，北京
2022年8月26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許繼莉女士、許麗萍女士及劉東海先生；非執行董
事為謝輝先生、賈召傑先生及潘安然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呂廷杰先生、
呂平波先生及蔡振輝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