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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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se Talen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有才天下信息技術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6100）

2020年第一季度主要財務及表現指標

為使股東、投資者及公眾更好地評估本集團的營運表現，有才天下信息技術有
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或「我們」）董事會（「董事會」）
公佈本集團2020年第一季度的若干選定未經審核主要財務及表現指標。

2020年第一季度未經審核主要財務數據如下：

‧ 2020年第一季度的收益（主要包括來自向我們的企業客戶提供人才獲取
服務及提供專業就業服務的收益）為人民幣342.7百萬元，較2019年第一
季度的人民幣310.4百萬元增加10.4%。

‧ 2020年第一季度的毛利為人民幣281.9百萬元，較2019年第一季度的人民
幣249.0百萬元增加13.2%。

‧ 2020年第一季度的淨虧損為人民幣2.2百萬元，較2019年第一季度的人民
幣20.4百萬元減少89.3%。

‧ 2020年第一季度的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淨虧損為人民幣12.4百萬元，較
2019年第一季度的人民幣17.9百萬元減少31.0%。

‧ 2020年第一季度的本公司非通用會計準則經營溢利（不包括以股份為基
礎的酬金開支及收購所致無形資產攤銷）為人民幣26.0百萬元，較2019年
第一季度的人民幣1.8百萬元增加1,382.7%。2020年第一季度的本公司權
益股東應佔非通用會計準則溢利（不包括以股份為基礎的酬金開支及收
購所致無形資產攤銷）為人民幣12.2百萬元，而2019年第一季度的本公司
權益股東應佔非通用會計準則虧損為人民幣4.5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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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數據（摘自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會計賬目）

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三個月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 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列示）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342,697 310,429

收益成本 (60,774) (61,386)  

毛利 281,923 249,043  

其他所得 26,475 23,166
銷售及營銷開支 (186,263) (185,233)
一般及行政開支 (63,834) (56,818)
研發開支 (56,807) (41,862)  

經營溢利╱（虧損） 1,494 (11,704)

財務收入╱（成本）淨額 1,881 (11,733)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 (2,920)  

除稅前溢利╱（虧損） 3,375 (26,357)

所得稅 (5,565) 5,977  

期間虧損 (2,190) (20,380)  

以下各方應佔部分：

本公司權益股東 (12,373) (17,923)
非控股權益 10,183 (2,457)  

期間虧損 (2,190) (20,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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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間虧損 (2,190) (20,380)

期間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及重新分類調整後）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附屬財務報表的匯兌差額 23,145 (49,649)  

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23,145 (49,649)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20,955 (70,029)  

本公司權益股東 10,772 (67,572)
非控股權益 10,183 (2,457)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20,955 (70,029)  

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三個月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 未經審核（續）
（以人民幣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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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的綜合財務狀況表 — 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列示）

2020年
3月31日

2019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和設備 126,040 139,059
投資物業 36,087 36,445
無形資產 182,339 192,872
商譽 711,184 711,184
預付投資 26,969 27,119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1,509 1,509
其他金融資產 144,247 143,561
遞延稅項資產 9,630 9,630
其他非流動資產 6,520 7,248  

1,244,525 1,268,627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 84,960 68,239
預付款及其他應收款 148,938 115,671
應收關聯方款項 10,991 10,991
其他流動資產 167,511 136,865
銀行定期存款 2,191,932 2,227,592
現金和現金等價物 327,120 359,156  

2,931,452 2,918,514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和其他應付款 160,898 205,540
合約負債 640,398 678,460
計息借貸 96,000 59,000
租賃負債 43,009 44,241
本期稅項 39,869 32,897  

980,174 1,02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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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3月31日

2019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流動資產淨值 1,951,278 1,898,37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195,803 3,167,003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53,186 59,747
遞延稅項負債 28,412 28,992  

81,598 88,739  

資產淨值 3,114,205 3,078,264  

資本和儲備

股本 339 339
儲備 2,995,002 2,969,046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權益總額 2,995,341 2,969,385

非控股權益 118,864 108,879  

權益總額 3,114,205 3,078,264  

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的綜合財務狀況表 — 未經審核（續）
（以人民幣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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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通用會計準則財務計量

為補充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本集團2020年第一季度綜合業績，本公
司權益股東應佔非通用會計準則溢利（不包括以股份為基礎的酬金開支及收購
所致無形資產攤銷）已於本公告內呈列。為使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能夠對
本集團業績作出知情評估，本公司的非通用會計準則經營溢利（不包括以股份
為基礎的酬金開支及收購所致無形資產攤銷）亦在本公告中呈列。收購所致無
形資產攤銷已加入2020年的對賬。管理層認為，此項目與本集團的日常業務運
營無關。

該等未經審核非通用會計準則財務計量應被視為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
製的本集團財務表現的補充而非替代計量。此外，該等非通用會計準則財務計
量的定義可能與其他公司所用的類似詞彙有所不同，因此未必可與其他公司
所呈列的同類計量相比。本公司的管理層相信，該等非通用會計準則財務計量
藉排除若干非現金項目，為投資者評估本集團核心業務的表現提供有用的補
充資料。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20年 2019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A. 非通用會計準則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虧損） 1,494 (11,704)
以股份為基礎的酬金開支 15,137 13,460
收購所致無形資產攤銷 9,406 —
非通用會計準則經營溢利 26,037 1,756

B.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非通用會計準則 
溢利╱（虧損）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虧損 (12,373) (17,923)
以股份為基礎的酬金開支 15,137 13,460
收購所致無形資產攤銷 9,406 —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非通用會計準則 
溢利╱（虧損） 12,170 (4,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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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數據

下表概述於所示日期本公司的主要營運指標。

2020年
3月31日

2019年
12月31日

個人用戶
註冊個人用戶數目（按百萬計） 56.3 54.2  

企業用戶及客戶
驗證企業用戶數目 581,587 559,568  

獵頭
驗證獵頭數目 159,146 158,365  

業務回顧及展望

整體表現

作為中國線上人才獲取平台先驅，我們於2020年第一季度的增長穩健。截
至2020年3月31日止第一季度，我們的收益及毛利分別為人民幣342.7百萬元
及人民幣 281.9百萬元，分別按年增加 10.4%及 13.2%。雖然傳染性冠狀病毒
（COVID-19）的爆發為經濟及企業帶來嚴重不利影響，但我們憑藉長遠增長策
略及有效執行力，沉穩應對各種挑戰並取得穩健的業績。

2020年第一季度，我們繼續積極通過核心招聘平台進一步滲透人才獲取市場。
我們的驗證企業用戶數目由2019年12月31日的559,568名增加至2020年3月31日的
581,587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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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其他新業務讓企業於疫情期間從不同的方面更有效管理僱員，靈活用
工平台 — 勛厚及調查SaaS平台 — 問卷星的成效尤其顯著。該等新業務在2020
年第一季度錄得強勁增長，緩衝人才招聘行業的短暫下滑，同時亦反映了我們
履行的社會責任。

2020年第一季度，我們線上平台的個人用戶流量亦穩定增長，更於2020年3月
創下歷史新高。註冊個人用戶數目由2019年12月31日的54.2百萬名增加至2020
年3月31日的56.3百萬名。

中國領先線上調查
SaaS平台問卷星

數據見解及技術知識
視頻招聘SaaS平台

多面

就業指導

簡歷諮詢

專業技能培訓

高級會員 求職者企業

靈活用工

培訓及考核 人才獲取

-定製數據驅動訂
購套餐
-獵頭輔助的閉環
服務

厚人力

中高端人才平台

中高端人才

高級行政人員

行政人員搜尋

年輕一代

校園招聘

人才獲取業務

憑藉對人才的深刻理解，我們已打造一個為個人用戶、企業用戶及獵頭提供
多種人才服務的科技及數據驅動平台。我們的中高端人才平台獵聘（品牌意思
為獵頭及招聘）仍是我們的業務及未來增長策略的基礎。企業客戶可訂閱年度
數據套餐服務，亦可根據需要購買閉環人才獲取服務。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
第一季度，為企業用戶提供人才獲取服務所得收益為人民幣319.4百萬元（2019
年同期為人民幣290.5百萬元）。我們的驗證企業用戶數目由2019年12月31日的
559,568名大幅增加至2020年3月31日的581,587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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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領先人力資源服務提供者，我們謹記我們的社會責任並致力借助科技於
人才獲取市場中擔當供求兩方的橋樑。於2020年第一季度封城期間，我們與人
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合辦線上工作招聘，以幫助我們的企業客戶識別合適人
才及紓緩人才對失業的擔憂。該舉措自此開始延續至第二季度。

我們的視頻人才平台多面是職位發佈及面試等初步招聘的便利工具。鼓勵企
業用戶利用視頻工作說明以及簡短的自我介紹視頻或線上問答，讓求職者以
較自然的方式更能展示自我，尤其有利於個性、軟技能及性格的表達。線上面
試形式有助多個面試人員共同評估候選人亦可各自收集回應，然後根據面試
人員的反饋及人工智能分析（基於資質、自信程度及行為科學）自動產生報告。
疫情期間，多面平台開展線上面試受到個人用戶及商業客戶的廣泛好評。

其他新業務

我們的靈活用工平台勛厚成為了眾多企業客戶應對用工需求轉變的必要方案。
COVID-19爆發期間，堂食被封導致雜貨配送需求上漲，多間餐廳被迫關閉因
而出現人力過剩。有見及此，我們推出「僱員分享計劃」，以解決不同客戶對勞
動力的需求，同時將困難時期的失業及就業不足的影響降至最低。

我們於2019年下半年度戰略性投資的問卷星亦於2020年第一季度實現卓越業績。
作為中國領先的調查SaaS平台，問卷星在對抗COVID-19期間成為學校、醫療保
健機構、政府及社區在中國收集有關健康狀況及行蹤紀錄的重要渠道，亦協助
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科學研究院進行有關COVID-19爆發的影響的社會調查。
截至2020年第一季度末，調查問卷總數超過10億份，遠超去年收集的調查問卷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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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有考核及培訓應用程式與SaaS平台樂班班於2020年第一季度在家工作期間獲
眾多企業客戶採用，舉行線上培訓及表現評核。該創新產品可提供以視頻為基
礎的培訓，例如為員工提供專業技能的領導力培訓和課程，而直屬管理人員和
人力資源部門可制訂培訓計劃、開展評估調查問卷及跟蹤僱員培訓的完成情況。

人才庫

憑藉我們的人才網絡和人工智能技術，我們已描劃出全面且不斷擴張的人才
地圖，並且不斷累積難以複製的數據。我們的人才數據庫累積了大量實時更新、
與日俱增的求職者資料。這些資料反映個人用戶的檔案、行為及社交活動、相
互評價、變動及交易。我們的線上專業社區提供交際及社交功能，讓我們採集
用戶的行為數據。我們收集並分析了用戶所產生的數據，模擬並預測用戶的意
向和行為。

我們的註冊個人用戶人數由2019年12月31日的54.2百萬名增加至2020年3月31日
的56.3百萬名。我們的流量於2020年3月創下歷史新高。我們觀察到個人用戶的
活躍度極高，註冊個人用戶的參與程度持續穩定上升。

除免費基本服務外，我們亦為需要就業服務的個人用戶提供付費增值服務。我
們根據不同定價計劃提供高級會員套餐。此外，我們亦以相宜的價錢提供生涯
諮詢和面試教練等大量的簡歷諮詢服務，幫助個人用戶覓得理想工作。2020年
第一季度，來自個人用戶的收益為人民幣19.0百萬元，而截至2019年第一季度
為人民幣16.4百萬元。



– 11 –

COVID-19疫情的影響

我們彈性的業務模式及建立高科技人力資源服務生態系統的長期戰略幫助本
集團應對COVID-19的負面影響。我們觀察到企業客戶將中高端招聘預算從線
下轉移到線上。更重要的是，通過我們滲透人力資源服務價值鏈的新業務（例
如靈活用工、培訓及評估、問卷服務），我們能夠通過服務多樣化來降低宏觀
經濟下行對業務造成的風險。

我們亦了解到COVID-19疫情可能對企業、各行各業及經濟造成不同程度的影
響。由於中國在2020年第一季度實行封城，活動受到限制，市場經歷了第一階
段衝擊。例如由於難以進行現場面試，因此2020年第一季度的招聘活動嚴重受
阻。儘管業務活動已逐漸恢復，但我們對企業信心保持謹慎，因為僱主的招聘
態度及採用人才獲取招聘服務方面的預算未必能迅速恢復。這是我們人才獲
取業務短期收益增長的潛在風險。

在我們的國內客戶中，我們相信主要客戶更有抵禦能力，但中小型企業（「中小
型企業」）客戶於2020年餘下季度可能面臨更大的財務壓力。短期內，我們來自
中小型企業客戶的收益可能會遇到一些阻力。

戰略更新

隨著COVID-19爆發及其潛在負面影響，我們已主動開始調整戰略發展計劃。
提升銷售效率將仍然是我們推動人才獲取業務增長的首要任務。我們將繼續
投資於人力資源價值鏈方面的新業務（例如靈活用工、培訓及評估、問卷服務）。
我們亦將繼續為不同產品探索交叉銷售的機會及加強團隊整合。

我們計劃繼續投資研發工作，提升我們的核心平台和開創新的業務計劃，更配
合當前業務需求。我們打算繼續將該等產品向現有客戶交叉推銷，提供更多樣
和更全面的人力資源服務，希望可以大大抵銷任何潛在的負面影響，為整個集
團的收益帶來穩定增長。然而，考慮到宏觀經濟狀況，我們在發展靈活用工業
務方面保持謹慎。特別是，我們將對市場和客戶需求進行持續評估，以確定開
發本地服務及管理團隊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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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堅信人才升級為經濟結構轉型及產業發展的先決條件，長遠而言，我們將
有巨大的潛力開拓整個人力資源服務市場。因此，今年我們將增加品牌建設及
用戶獲取方面的投資。我們認為人才基礎是未來增長的動力，亦是我們生態系
統的關鍵成功因素。

謹慎性陳述

董事會謹此提醒本公司股東及投資者，上述財務和業務數據乃按本集團內部
紀錄及管理賬目作出，此等數據並未有經過核數師的審閱或審核。

本公告所載的任何前瞻性陳述並非未來表現的保證，而是根據現有觀點及假
設所作出，當中涉及已知及未知風險、不明朗因素及其他因素，其中大部分均
非本集團所能控制且難以預測，故將會或可能造成實際業績與前瞻性陳述所
明示或暗示的任何未來業績或發展有重大差異。因此，該等資料乃作為暫時性
資料提供予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僅作參考用途。上文所示數據並不構成亦不得
被詮釋為購買或出售本集團任何證券或金融工具的邀請或要約，其亦非旨在
提供任何投資服務或意見。本公司股東及投資者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須謹慎
行事，並避免不恰當地依賴該等資料。如有任何疑問，投資者應尋求專業人士
或財務顧問的專業意見。

承董事會命
有才天下信息技術有限公司

主席
戴科彬

中國，2020年5月29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戴科彬先生、陳興茂先生及徐黎黎女士；
非執行董事邵亦波先生、左凌燁先生及丁毅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葉亞明先生、張溪夢
先生及蔡安活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