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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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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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
未經審核年度業績公告

未經審核財務摘要

就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而言：

本集團的收入為人民幣15,350,953千元（未經審核），較去年（包括終止經營業
務）增加1.97%。

本公司母公司擁有人應佔純利為人民幣259,202千元（未經審核），較去年下降
21.34%。

每股基本盈利為人民幣0.39元╱股（未經審核），較去年下降人民幣0.10元╱股。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截至 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派付末期股息。

由於中國部分省市因對抗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而實施限制，北京迪信通商貿
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或「我們」）截至 2019年12月31
日止年度之業績審核程序尚未完成。本公告載列之未經審核全年業績尚未取
得本公司核數師同意。同時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集團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2018年同期的經審核比
較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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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

2019年 2018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3 15,350,953 14,957,133
銷售成本 (13,582,076) (13,042,383)  

毛利 1,768,877 1,914,750

其他收入及收益 3 70,295 97,996
銷售及分銷開支 (858,016) (992,508)
行政開支 (324,563) (359,889)
金融資產減值虧損 (51,855) (27,510)
其他開支 (34,896) (52,532)
財務成本 (232,712) (192,106)
應佔以下公司溢利╱（虧損）：
合營企業 (1,586) (4,253)
聯營公司 (679) 894  

持續經營業務除稅前溢利 334,865 384,842

所得稅開支 4 (72,650) (78,633)  

持續經營業務年內溢利 262,215 306,209  

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年內溢利 – 15,892  

年內溢利 262,215 322,101  

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259,202 329,536
非控股權益 3,013 (7,435)  

262,215 322,101  

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
年內溢利 6 0.39 0.49  

持續經營業務溢利 6 0.39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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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2018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年內溢利 262,215 322,101  

其他全面收益
將於其後期間重新分類為損益的
其他全面收益：
海外業務匯兌差額 (361) 836

應佔合營企業其他全面收益 715 151  

將於其後期間重新分類為損益的
其他全面收益淨額 354 987  

將不會於其後期間重新分類為損益的
其他全面收益：
指定以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全面
（虧損）╱收益的股本投資：
公平值變動 (4,568) 1,601  

將不會於其後期間重新分類為損益的
其他全面收益淨額 (4,568) 1,601  

年內其他全面（虧損）╱收益（扣除稅項） (4,214) 2,588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258,001 324,689  

以下人士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254,990 331,792
非控股權益 3,011 (7,103)  

258,001 324,689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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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 2018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4,059 130,744
使用權資產 550,002 –
商譽 68,119 72,646
其他無形資產 8,459 7,492
投資於合資企業 74,349 74,313
投資於聯營公司 252,406 37,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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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23 41,713
遞延稅項資產 64,381 40,892
應收貸款 – 16,472  

非流動資產總值 1,167,898 421,386  

流動資產
存貨 2,937,176 2,541,787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7 2,689,638 2,172,337
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其他資產 1,717,182 1,331,443
以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100 –
應收貸款 – 40,640
應收控股股東款項 – 35,000
應收關聯方款項 76,163 168,711
已抵押存款 1,687,875 660,25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67,945 708,548  

流動資產總值 9,776,079 7,658,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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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2018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8 1,097,525 484,876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310,254 341,922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3,968,773 3,066,638
租賃負債 205,276 –
應付關聯方款項 432,309 4,253
應付稅項 427,144 348,709  

流動負債總額 6,441,281 4,246,398  

淨流動資產 3,334,798 3,412,31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502,696 3,833,705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324,428 –  

淨資產 4,178,268 3,833,705  

權益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666,667 666,667
儲備 3,349,354 3,093,663  

4,016,021 3,760,330

非控股權益 162,247 73,375  

總權益 4,178,268 3,833,705  

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2019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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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資本儲備
法定

公積金 保留溢利
公平值
儲備

外匯
波動儲備 合計

非控股
權益 權益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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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
千元

人民幣
千元

人民幣
千元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於2017年12月31日 666,667 524,953 243,661 1,996,853 – (1,075) 3,431,059 80,283 3,511,342

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9號的影響 – – – – (950) – (950) – (950)

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15號的影響 – – – (1,571) – – (1,571) – (1,571)         

          

於2018年1月1日（經重列） 666,667 524,953 243,661 1,995,282 (950) (1,075) 3,428,538 80,283 3,508,821

年內溢利 – – – 329,536 – – 329,536 (7,435) 322,101

年內其他全面收益：
海外業務匯兌差額 – – – – – 504 504 332 836

以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其他全面收益的股本投資
的公平值變動（扣除稅項） – – – – 1,601 – 1,601 – 1,601

應佔一間合營企業其他
全面收益 – – – – – 151 151 – 151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329,536 1,601 655 331,792 (7,103) 324,689

非控股股東注資 – – – – – – – 49,651 49,651

收購附屬公司 – – – – – – – (3,749) (3,749)

出售附屬公司 – – – – – – – (45,707) (45,707)

自保留溢利轉撥 – – 32,954 (32,954) – – – – –         

於2018年12月31日 666,667 524,953 276,615 2,291,864 651 (420) 3,760,330 73,375 3,833,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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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續）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資本儲備

以股份
為基礎的
付款儲備

法定
公積金 保留溢利

公平值
儲備

外匯波動
儲備 合計

非控股
權益 權益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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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
千元

人民幣
千元

人民幣
千元

人民幣
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於2019年1月1日 666,667 524,953 – 276,615 2,291,864 651 (420) 3,760,330 73,375 3,833,705

年內溢利 – – – – 259,202 – – 259,202 3,013 262,215

年內其他全面收益：
海外業務匯兌差額 – – – – – – (359) (359) (2) (361)
以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
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
股本投資的公平值變動
（扣除稅項） – – – – – (4,568) – (4,568) – (4,568)
應佔一間合營企業其他
全面收益 – – – – – – 715 715 – 715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259,202 (4,568) 356 254,990 3,011 258,001

收購非控股權益 – (621) – – – – – (621) (10,046) (10,667)
出售附屬公司部份權益而並
無失去控制權 – (23,973) – – – – – (23,973) 93,973 70,000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 – 25,295 – – – – 25,295 – 25,295

出售附屬公司 – – – – – – – – 2,114 2,114

已付非控股股東股息 – – – – – – – – (180) (180)

自保留溢利轉撥 – – – 25,920 (25,920) – – – – –          

於2019年12月31日 666,667 500,359 25,295 302,535 2,525,146 (3,917) (64) 4,016,021 162,247 4,178,268          

* 該等儲備賬目包括綜合財務狀況表內綜合儲備人民幣3,349,354千元（2018年：人民幣3,093,663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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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呈列基準

此等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公佈的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
則」）及詮釋）及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編製。此等財務報表已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惟
已按公平值計量的股本投資除外。此等財務報表以人民幣（「人民幣」）列值，除另有訂明
者外，所有數值均四捨五入至最接近的千位。

綜合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載有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的財務報表。附屬公司為本公司直
接或間接控制的實體。當本集團通過參與被投資方的相關活動而承擔可變回報的風險或
享有可變回報，並且有能力運用對被投資方的權力（即本集團目前有能力主導被投資方
的相關活動的現有權利）影響該等回報時，即取得控制權。

當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擁有少於被投資方大多數的表決或類似權利，在評估其是否擁有對
被投資方的權力時，本集團會考慮所有相關事實及情況，包括：

(a) 與被投資方其他表決權持有人的合同安排；

(b) 其他合同安排產生的權利；及

(c) 本集團的表決權及潛在表決權。

附屬公司所編製財務報表的報告期間與本公司的報告期間相同，並採用一致的會計政
策。附屬公司業績自本集團取得控制權之日起合併計算，直至其控制權終止之日止。

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的各組成部份乃歸屬於本集團母公司擁有人及非控股權益，即使此
舉引致非控股權益結餘為負數。所有集團內公司間的資產及負債、權益、收入、開支及本
集團成員公司間交易相關的現金流均於合併報表時悉數抵銷。

倘事實及情況反映上文所述三項控制權因素其中一項或多項有變，則本集團會重估是否
仍然控制投資對象。附屬公司擁有權權益的變動（並無失去控制權），作為權益交易列賬。

倘本集團失去一家附屬公司的控制權，則終止確認 (i)該附屬公司的資產（包括商譽）及負
債；(ii)任何非控股權益的賬面額；及 (iii)於權益記錄的累計匯兌差額，而確認 (i)所收代價
的公平值；(ii)所保留任何投資的公平值及 (iii)損益中產生的任何盈虧。先前於其他全面
收益內確認的本集團應佔部份已按猶如本集團已直接出售相關資產或負債的相同基準
重新分類為損益或保留溢利（如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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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及披露的變動

本集團於本年度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以下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 具有負補償的提前還款特性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 計劃修訂、縮減或結算
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資企業的長期權益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23號 所得稅處理的不確定性
2015年至2017年週期的年度改進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國際會計準則第12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23號修訂

除與編製本集團財務報表並無關連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修
訂及2015年至2017年週期的年度改進外，該等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性質及
影響描述如下：

(a) 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取代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
會第4號釐定安排是否包括租賃、常設詮釋委員會－第 15號經營租賃－優惠及常設
詮釋委員會－第27號評估牽涉租賃的法律形式的交易內容。該準則載列有關租賃確
認、計量、呈列及披露的原則，並要求承租人在單一資產負債表的模型中計入所有
租賃以確認並計量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惟若干確認豁免情況除外。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第16號大致沿用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內出租人的會計處理方式。出租人繼
續使用與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類似的原則將租賃分類為經營租賃或融資租賃。

本集團以經修訂追溯採納法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並於2019年1月1日首次
應用。根據該方法，本集團已追溯應用該準則，並將首次採納的累計影響確認為對
於2019年1月1日之保留溢利期初結餘的調整，且概不會重列2018年的比較資料，並
繼續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及相關詮釋作出報告。

租賃的新定義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倘合約為換取代價而給予在一段時間內控制可識
別資產使用的權利，則該合約是租賃或包含租賃。當客戶有權從使用可識別資產獲
得絕大部分經濟利益以及擁有指示使用可識別資產的權利時，即有控制權。本集團
選擇應用過渡性的實際權宜辦法以允許該準則僅適用於先前於首次應用日期應用
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及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4號確定為租賃之合約。因此，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項下的租賃定義僅適用於 2019年1月1日或之後訂立或變
更的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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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承租人－先前分類為經營租賃的租賃

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影響性質

本集團擁有物業、器械、車輛及其他設備等多項的租賃合約。作為承租人，本集團
先前根據對租賃是否將資產所有權的絕大部分回報及風險轉移至本集團的評估，
將租賃分類為融資租賃或經營租賃。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本集團採用單
一方法確認及計量所有租賃的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惟低價值資產租賃（按個別
租賃基準選擇）及租期為 12個月或以下的租賃（「短期租賃」）（按相關資產類別選擇）
的兩項選擇性豁免除外。自2019年1月1日起，本集團不再以直線法按租期確認經營
租賃項下的租賃開支，而是確認使用權資產折舊（及減值（如有））及財務成本等尚未
償還租賃負債如的應計利息。

過渡影響

於2019年1月1日之租賃負債按剩餘租賃付款的現值，使用於2019年1月1日的增量借
款利率折現後予以確認，並計入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使用權資產按租賃負債金額
計量，並就與緊接2019年1月1日前於財務狀況表確認的租賃相關的任何預付或應計
租賃付款金額作出調整。

所有該等資產於該日均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 36號就任何減值作出評估。本集團選
擇於財務狀況表中單獨列示使用權資產。

於2019年1月1日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時，本集團已使用以下選擇性實務變
通方法：

• 對於租期自首次應用日期起12個月內終止的租賃應用短期租賃豁免

• 倘合約包含延長╱終止租賃的選擇權，則於事後釐定租期

於2019年1月1日的財務影響

於2019年1月1日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所產生的影響如下：

增加╱（減少）
人民幣千元

資產
使用權資產增加 649,515
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其他資產減少 (47,883) 

總資產增加 601,632 

負債
租賃負債增加 601,632 

負債總額增加 601,632 

保留溢利減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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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9年1月1日的租賃負債與於2018年12月31日的經營租賃承諾的對賬如下：

人民幣千元

於2018年12月31日的經營租賃承諾 703,201

減：與短期租賃及剩餘租期於2019年12月31日或
之前屆滿的租賃有關的承諾 14,700

與低價值資產租賃有關的承諾 –

加：於2018年12月31日的未確認的可選續租期間的付款 72,973 

761,474

於2019年1月1日的加權平均增量借款利率 4.93% 

於2019年1月1日的折現經營租賃承諾 601,632 

於2019年1月1日的租賃負債 601,632 

(b) 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釐清，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豁免範圍僅包括應用權
益法的於聯營公司或合資企業的權益，不包括實質上構成於聯營公司或合資企業
的投資淨額一部分的長期權益（尚未就此應用權益法）。因此，實體應用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第9號而非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包括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項下的減值規
定）將該等長期權益入賬。僅於確認聯營公司或合資企業的虧損及於聯營公司或合
資企業的投資淨額減值而言，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方會應用於投資淨額（包括長期
權益）。本集團於 2019年1月1日採納該等修訂時評估其於聯營公司及合資企業的長
期權益業務模式，且認為於聯營公司及合資企業的長期權益會繼續根據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第9號按攤銷成本計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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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 23號闡述當稅項處理涉及影響應用國際會計準則第 12

號的不確定性（一般稱為「不確定稅務狀況」）時，所得稅（即期及遞延）的入賬方法。
該詮釋不適用於國際會計準則第 12號範圍以外的稅項或徵費，亦無具體包括與不
確定稅項處理相關的權益及處罰的規定。該詮釋具體處理 (i)實體是否單獨考慮不
確定稅項處理方法；(ii)實體對稅務機關審查稅項處理方法時所作假設；(iii)實體如
何釐定應課稅溢利或稅項虧損、稅基、未動用稅項虧損、未動用稅項抵免及稅率；
及 (iv)實體如何考慮事實及情況的變化。於採納該詮釋時，本集團已考慮其是否有
任何因集團內公司間銷售的轉讓定價而引致的不確定稅務情況。根據本集團的稅
務合規及轉讓定價研究，本集團認為稅務機關很可能接納其轉讓定價政策。因此，
該詮釋並無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或表現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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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入分析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客戶合同收入
移動通訊設備及配件銷售 14,905,915 14,451,208

包括：
移動通訊設備及配件零售 6,773,491 7,875,083

對加盟商銷售通訊設備及配件 2,726,784 3,039,672

移動通訊設備及配件批發 5,405,640 3,536,453

來自移動運營商的服務收入 312,421 378,337

其他服務費收入 132,617 127,588  

15,350,953 14,957,133  

收入資料明細

分部

移動通訊設備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區域市場
中國境內 15,023,563 14,905,625

西班牙 322,137 50,724

孟加拉國 3,183 452

印度 2,070 332  

客戶合同總收入 15,350,953 14,957,133  

收入確認時點
於某一時點轉讓的貨物 14,905,915 14,451,208

隨時間轉讓的服務 445,038 505,925  

客戶合同總收入 15,350,953 14,957,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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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 12,967 42,254

政府補助（附註 (a)） 46,091 49,772

其他 6,447 5,720  

65,505 97,746  

收益
收購附屬公司收益 1,929 189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收益 2,580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收益 281 61  

4,790 250  

70,295 97,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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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所得稅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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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團的應課稅溢利在中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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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2月31日
止年度分別按15%及0%的優惠稅率繳稅。所得稅開支的主要部分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
年內稅項開支 95,367 85,929

遞延 (22,717) (7,296)  

持續經營業務年內稅項開支總額 72,650 78,633

已終止經營業務年內稅項開支總額 – –  

72,650 78,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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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適用於本公司及大部分附屬公司所在司法權區法定稅率計算的除稅前溢利的稅項開
支與按實際稅率計算的稅項開支對賬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除稅前溢利 334,865 384,842

已終止經營業務除稅前溢利 – 15,892  

334,865 400,734  

按法定稅率計算的稅項 83,716 100,184

若干實體較低稅率 (20,828) (28,363)

稅率變動的影響 (10,929) (1,049)

就過往期間即期稅項所作調整 798 1,611

聯營公司及合資企業應佔虧損 566 840

不可扣稅開支 18,597 6,978

就過往期間使用的稅項虧損 (1,643) (3,211)

未確認稅項虧損 2,373 1,643  

按本集團實際稅率計算的稅項開支 72,650 78,633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按實際利率計算的持續經營業務稅項開支 72,650 78,633  

按實際利率計算的已終止經營業務稅項開支 – –  

聯營公司及合資企業應佔稅項分別為人民幣1,245千元（2018年：人民幣365千元）及人民幣
824千元（2018年：人民幣10千元），均已分別計入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的「應佔聯營
公司及合營企業溢利╱（虧損）」。

5. 股息

董事並無就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建議派付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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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年內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及已發行666,667,000股（2018

年：666,667,000股）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計算得出。

本集團於截至2019年及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並無已發行潛在攤薄普通股。

每股基本盈利乃基於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母公司普通股
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259,202 316,982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12,554  

259,202 329,536  

股份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年內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 666,667,000 666,667,000  

7. 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

於12月31日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款項 2,667,684 2,278,015

應收票據 148,057 2,389

減：減值 (126,103) (108,067)  

2,689,638 2,172,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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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予非註冊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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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款項與大量分散客戶有關，故
並無重大的信貸集中風險。本集團並無對其應收貿易款項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他信
用增級物。應收賬款乃不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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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計算並經扣除虧損撥備的應收貿易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

於12月31日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90天內 2,347,021 2,016,782

91至180天 184,140 66,324

181至365天 109,487 50,185

1年以上 48,990 39,046  

2,689,638 2,172,337  

8. 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

於12月31日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貿易款項 323,625 327,359

應付票據 773,900 157,517  

1,097,525 484,876  

於本報告期末尚未償付的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根據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 12月 31日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90天內 644,121 308,797

91至 180天 84,413 160,858

181至 365天 365,361 11,467

1年以上 3,630 3,754  

1,097,525 484,876  

應付貿易款項為不計息，一般於30至45天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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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本集團實施一項持股計劃（「該計劃」），旨在向合資格參與者提供以優惠價獲得控股股東
及其他共同創始人股權的機會，以此獎勵合資格參與者的過往表現及貢獻。合資格參與
者包括被視為能夠強化本集團營運或價值的本公司附屬公司高級管理層人員。

股權百分比及購買價格僅由控股股東酌情釐定。

於2019年，上海迪信電子通信技術有限公司25%股權、上海川達通信技術有限公司25%股
權及上海迪信南方通信技術有限公司 25%股權以總代價人民幣 70,000千元且無歸屬條件
分配予七名合資格參與者。已授出股權的公平值由管理層使用貼現現金流量法釐定。截
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代價與公平值差額人民幣25,295千元於損益中扣除。

10. 業務合併

收購北京鵬路網絡科技有限公司

於2019年4月24日，本集團自第三方收購北京鵬路網絡科技有限公司（「鵬路網絡」）的51%

權益。鵬路網絡從事線上零售及信息技術開發。該項收購作為本集團擴大其移動通訊設
備及配件的線上銷售策略其中一環。該項收購的購買代價人民幣1,020千元已以現金方式
支付。

鵬路網絡可識別資產及負債於收購之日的公平值如下：

收購時按
公平值確認
人民幣千元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806

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其他資產 16,826

存貨 143

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 (6,81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8,833) 

按公平值計量的可識別資產淨值總額 3,132

非控股權益 (1,535) 

所收購資產淨值總額 1,597

收購所得商譽 (577) 

1,020 

按以下方式支付：
現金 1,020 

所收購的其他應收款項於收購日之公平值與其總合同金額相若。預期此等應收款項不會
無法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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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深圳米鑽網絡科技有限公司

於2019年5月30日，本集團自第三方收購深圳米鑽網絡科技有限公司（「深圳米鑽」）的70%

權益。深圳米鑽從事移動通訊設備及其他電子設備的售後服務市場。該項收購作為本集
團擴展其移動通訊設備及配件市場業務鏈的策略其中一環。該項收購的購買代價人民幣
7元以現金方式支付。

深圳米鑽可識別資產及負債於收購之日的公平值如下：

收購時按
公平值確認
人民幣千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4

其他無形資產 3,00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323)

遞延稅項負債 (750) 

按公平值計量的可識別資產淨值總額 1,931

非控股權益 (579) 

所收購資產淨值總額 1,352

收購所得商譽 (1,352) 

– 

按以下方式支付：
現金* – 

* 以現金方式支付的購買代價為人民幣7元，該金額已約整至零千元以供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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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已出售資產淨值：
物業、廠房及設備 237
存貨 1,643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1,040
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其他資產 4,249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2,015)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2,734) 

2,420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2,580 

5,000 

按以下方式支付：
現金 –
未收取現金代價 5,000 

5,000 

12. 報告期後事項

(a) 於2020年1月8日，本公司已以每股認購股份3.25港元向Nelson Innovation Limited（「認購
方」）發行合共65,793,400股認購股份，分別佔經發行認購股份擴大後的本公司已發行
H股總數及已發行股份總數約 16.67%及8.98%。認購事項所得款項總額為 213,828,550

港元。

(b) 自2020年1月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2019冠狀病毒病」）爆發以來，其持續擴散至中國
各地及世界各國。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的防控工作一直持續進行。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對本集團業務經營（尤其對湖北省的零售門店經營及銷售）以
及中國客戶流造成一定影響，影響程度取決於疫情的防控手段及持續時間。

本集團將繼續密切關注2019冠狀病毒病的發展形勢，評估其對2020年本集團財務狀
況及經營業績所造成的影響並作出積極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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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未經審核業績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手機銷量達到9,733.74千台，比上年同期
9,906.18千台減少172.44千台，降幅1.74%；2019全年營業收入人民幣15,350,952.90
千元（未經審核），比上年同期（包括終止經營業務）人民幣15,054,663.94千元增加
人民幣296,288.96千元，增幅1.97%；2019全年淨利潤為人民幣262,215.00千元（未經
審核），比上年同期人民幣322,101.47千元減少人民幣59,886.47千元，降幅18.59%。

末期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截至 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派付任何末期股息。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確定有權出席將於 2020年5月22日舉行之應屆股東週年大會的股東身份，本
公司將於2020年4月22日 至2020年5月22日期間（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
戶登記手 續。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及過戶表格須於2020年4月21日
下午4時30分前送交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
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號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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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企業管治報告》（「企業管治守則」），作為其本
身之企業管治守則。於截至 2019年 12月31日止年度期間，除本公告披露者外，
本公司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所有守則條文，並採納了大部份的建議最
佳常規。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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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於劉東海先生於本公司之背景、資質及經驗，彼被認為現時情
況下身兼兩職之最佳人選。董事會認為劉東海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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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亦按季定期會晤以審閱劉東海先生領導之本公司營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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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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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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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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各董事及本公司監事已確認，於截至2019年12月
31日止年度期間，彼等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訂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期間，本公司或其他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
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審計委員會

由於中國部分省市因對抗2019新型冠狀病毒 (COVID-2019)疫情而實施限制，本
集團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業績審核程序尚未完成。本公告載列之未經審
核全年業績尚未取得本公司核數師同意。

審計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共同審閱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審閱截
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未經審核年度業績。

董事會已審議批准本公告載列之本集團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未經審
核綜合業績。

刊發未經審核之年度業績、經審核之年度業績及 2019年年報

本未經審核之年度業績公告登載於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www.dixintong.com)。

待審核程序完成後，本公司將於2020年4月20日或之前於聯交所及本公司各自的
網站登載經審核之年度業績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經本公司核數師同意的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及比較本公告載列之未經審核年
度業績之重大相異之處（如有）。

載有上市規則規定的所有資料的本公司2019年年報亦將適時且不晚於2020 年4月
30日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於聯交所及本公司各自的網站登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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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所載列有關本集團年度業績之財務資料為未經審核且尚未取得核數師
同意。董事會無法保證未經審核之年度業績必能真實反映本集團的財務表現及
狀況。股東及潛在投資者不應過分依賴本公告所載列之本集團未經審核年度業
績，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北京迪信通商貿股份有限公司

劉東海
董事長兼執行董事

北京，2020年3月30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劉東海先生、劉雅君先生、劉松山先生及劉
文萃女士；非執行董事為齊向東先生及辛昕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呂廷杰先
生、呂平波先生及張森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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