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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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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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Suoxinda Holdings Limited
索信達控股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680）

刊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未經審核管理賬目 
及 

繼續暫停買賣

本公告乃由索信达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2)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
法例第571章）第XIVA部項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日、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一年
四月一日之公告（「先前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延遲發佈二零二零年全年業績。
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先前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刊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未經審核管理賬目

誠如先前公告所披露，由於核數師需要額外時間以取得有關本公司根據本公司與一
名服務提供商訂立的顧問服務協議而向該服務提供商支付服務費8百萬港元的進一步
資料及支持文件，故將延遲發佈二零二零年全年業績。於本公告日期，獨立董事委員
會正在物色合適之獨立專業顧問以進行調查。鑒於上述原因，核數師尚未能擬定完成
審核及簽發審核意見的確切時間表。因此，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未能釐定二零二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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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年業績的預期刊發日期。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適時就二零二零年全年
業績預期刊發日期刊發進一步公告。

為了讓本公司的股東及潛在投資者了解本集團的業務營運及財務狀況，董事會謹此
向本公司之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摘錄自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止年
度的管理賬目的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止年度的初步未經審核財務資
料，連同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比較數據。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330,290 257,915
銷售成本 (212,698) (166,321)  

毛利 117,592 91,594
銷售開支 (24,798) (12,738)
行政開支 (53,709) (48,326)
研發開支 (42,152) (17,500)
金融及合約資產的減值虧損淨額 (15,598) (5,698)
其他收入 13,247 6,040
其他收益淨額 433 1,165  

經營（虧損）╱溢利 (4,985) 14,537
財務收入 513 234
融資成本 (4,763) (4,296)  

融資成本淨額 (4,250) (4,062)
分佔聯營公司（虧損）╱溢利 (101) 40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9,336) 10,515
所得稅開支 (806) (6,391)  

年內（虧損）╱溢利 (10,142) 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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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0,538) 4,124
非控股權益 396 —  

(10,142) 4,124  

其他全面虧損

可重新分類至溢利的項目：
— 匯兌差額 (2,536) (245)  

年內全面（虧損）╱收益總額（扣除稅項） (12,678) 3,879  

以下人士應佔年內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3,074) 3,879
非控股權益 396 —  

(12,678) 3,87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之每股 
（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人民幣分） (2.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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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及設備 53,007 17,178
無形資產 54,782 19,536
使用權資產 52,244 5,651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10,339 440
預付款項 3,368 40,884
遞延稅項資產 1,859 226  

175,599 83,915  

流動資產

貿易應收款項 118,065 51,240
合約資產 100,828 47,624
預付款項 2,002 1,983
按攤銷成本計量的其他金融資產 6,714 3,956
存貨 — 3
已抵押銀行存款 5,359 6,50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4,184 178,452  

307,152 289,761  

資產總額 482,751 373,676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3,597 3,578
其他儲備 201,377 191,719
保留盈利 1,931 14,263  

206,905 209,560
非控股權益 11,312 —  

權益總額 218,217 209,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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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2,471 —
租賃負債 31,752 3,605
其他應付款項 1,574 —
其他借貸 — 6,438  

35,797 10,043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68,675 41,523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49,996 29,591
合約負債 1,213 12,789
即期所得稅負債 8,020 7,967
租賃負債 13,510 1,791
銀行及其他借貸 87,323 60,412  

228,737 154,073  

負債總額 264,534 164,116  

權益及負債總額 482,751 373,676  

流動資產淨值 78,415 135,68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54,014 219,603  

本公司的股東及潛在投資者謹請注意，本公告所載的資料僅基於董事會及審核委員
會對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未經審核管理賬目的初步評估，
而非基於核數師審核或審閱的任何數據或資料。相關財務資料有待本公司及核數師
的進一步審閱，並將（其中包括）視乎本公司的進一步審閱作出變動及可能由核數師
根據審核程序完成情況作出調整。董事會概不保證上文所載的未經審核綜合財務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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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真實反映本集團的財務表現及狀況及在未考慮任何潛在調整的情況下有關資料可
能具誤導成分。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應注意實際的二零二零年全年業績或與本公告所
披露者顯著不同。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須注意，亦不應過份倚賴上文所披露之未經審核財務資料，

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謹慎行事。

繼續暫停買賣

應本公司之要求，本公司股份已自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上午九時正起於聯交所暫停
買賣。本公司之股份交易將一直暫停直至進一步通知。

承董事會命 

索信達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會主席  

宋洪濤

香港，二零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宋洪濤先生、吳曉華先生、林俊雄先生及
王靜女士；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涂新春先生、張雅寒女士及喬中華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