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截 至 二 零 零 一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中 期 業 績 公 佈

泛華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提呈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
核中期業績連同二零零零年同期之比較數字。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720,059 181,382
銷售成本 (478,067) (155,985)

毛利 241,992 25,397

其他收益 7,945 15,663
重組成本 3 (12,823) —
分銷成本 (94,523) (13,719)
行政開支 (178,104) (17,864)
其他經營開支 (24,456) (16,293)

經營業務虧損 4 (59,969) (6,816)

融資成本 (272) (227)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權益之虧損 — (4,469)
應佔下列公司溢利及虧損：
　共同控制公司 (4,155) —
　聯營公司 (87) (765)

除稅前虧損 (64,483) (12,277)
稅項 5 (12,498) (481)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虧損 (76,981) (12,758)
少數股東權益 8,811 112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虧損淨額 (68,170) (12,646)

每股虧損
　—  基本（港仙） 6 (4.83) (1.66)
　—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實務準則（「會計實務準則」）第25號「中期財務
申報」和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規定編製。
本集團於編製中期財務報表時，採用與截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
年度財務報表一致的會計政策及呈報基準，惟本集團因應下列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
或以後會計期間生效的新增或經修訂會計實務準則，而更改本集團若干會計政策：

會計實務準則第9號（經修訂）： 結算日後事項的會計處理
會計實務準則第28號： 撥備、或然負債和或然資產
會計實務準則第29號： 無形資產
會計實務準則第30號： 業務合併
會計實務準則第31號： 資產減值
會計實務準則第32號： 綜合財務報表和對附屬公司投資的會計處理

2. 分類資料

營業額 經營業務虧損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按主要業務分析：
銷售攝影器材 69,233 179,014 1,396 (8,930 )
報章發行 393,953 — (55,494 ) —
商業印刷 247,536 — 41,703 —
持有物業 5,207 — (1,222 ) —
其他 4,130 2,368 (13,588 ) 237

720,059 181,382 (27,205 ) (8,693 )
利息收入 — — 6,189 13,540
公司經常性開支 — — (38,953 ) (11,663 )

720,059 181,382 (59,969 ) (6,816 )

按經營地區分析：
香港、澳門和
　中國大陸 563,525 181,382 (58,830 ) (6,816 )
北美洲 126,846 — (2,990 ) —
澳洲和新西蘭 14,692 — (195 ) —
歐洲 14,996 — 2,046 —

720,059 181,382 (59,969 ) (6,816 )

3. 重組成本

本集團一連串業務重整計劃合共產生總成本12,823,000港元（二零零零年：無）。業務重
整計劃主要為精簡本集團之報章發行業務，其中包括把  Hong Kong iMail 重新定位為
一份以大中華地區為主的金融報章。

4. 經營業務虧損

經營業務虧損已計入並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計入
來自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 85 338
出售短期投資之收益 931 187
利息收入 6,189 13,540
租金收入 131 78
服務費收入及其他 609 1,520

扣除
攤銷商譽 208 —
折舊 20,633 759
出售固定資產虧損淨額 112 —
短期投資公允值變動之虧損淨額 12,374 5,636
下列項目之經營租賃租金：
　土地及樓宇 5,454 —
　其他設備 931 —
出售固定資產虧損撥備 — 10,657

5. 稅項

香港利得稅乃按本期間於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6%（二零零零年：16%）稅率
撥備。於其他國家地區之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按本集團有業務經營之國家之現行稅
率，並按當地之現行法例、詮釋及慣例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 5,551 481
　　國內其他地區 27 —
　其他國家地區 8,507 —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1,310 ) —
　遞延稅項 (583 ) —
　應佔下列公司稅項：
　　共同控制公司 306 —

本期間稅項支出 12,498 481

6.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期間股東應佔日常業務虧損淨額68,170,000港元（二零零零年：
12,646,000港元），及本期間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1,412,531,918股（二零零零
年：759,839,737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虧損在化為小數點後兩個位之數
字時，並無攤薄影響，故此並無呈列本期間之每股攤薄虧損。

截至二零零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本公司之尚未行使認股權證、購股權及可
轉換優先股具有反攤薄影響，故此並無呈列每股攤薄虧損。

7. 中期股息

不建議宣派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二零零零年：無）。

8. 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已經重列，以符合本期間之呈報方式。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與財政資源、資本架構、集團資產抵押

本集團財務狀況持續穩健，借貸維持低水平，與旗下主要營運機構星島集團
均持有淨現金。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集團持有的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
332,000,000港元，銀行借貸為11,000,000港元，銀行備用額則為285,000,000港
元。此外，約212,200,000港元值之資產用作為銀行借貸及備用額之抵押。

於本年六月，本公司之主要股東，Luckman Trading Limited，行使其持有之
優先股所附帶之認購權，將132,000,000股優先股換成為本公司之普通股，為
公司籌得約75,900,000港元。

資本負債比率

資本負債比率是指長期負債除以股本計算得出。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的
資本負債比率是1%（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投資

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集團持有之投資為58,000,000港元，其中79%為投
資本港上市公司證券。鑑於本港股票市場表現強差人意，集團於期內為此投
資的公允值變動導致的虧損作出12,400,000港元撥備。

外匯波動

集團大部分購買行動均以港元及美元為結算單位，所有銀行借貸亦均以港元
計算，故外幣匯率波動對集團的影響有限。此外，集團採取保守的財務政
策，務求將外匯風險減至最低。

或然負債

本公司已為集團附屬公司獲授之一般銀行備用額，向銀行發出公司擔保約
130,000,000港元。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此等附屬公司尚未動用任何銀
行備用額。

業務回顧及展望

於回顧期內，集團繼續發展其核心業務，分別為寬頻技術及服務、傳媒及資
訊服務、教育及企業培訓及金融服務，並獲得良好進展，為此等業務長遠發
展定下的穩固根基。

寬頻技術及服務

集團在山東省的合營企業  —  百靈訊息科技有限公司（「百靈」）在先進寬頻
技術及多媒體內容開發上，已取得良好進展。

在策略性的市場營銷及推廣推動下，百靈於二零零一年九月底在山東濟南市
寬頻用戶較同年六月約有30%增長，增長幅度每月約有七百戶。同時，百靈
將不斷開拓新住宅區及商貿企業，擴大用戶數目及網絡使用量，提高市場佔
有率。此外，百靈正與  Cisco Networks 攜手提升網絡質素，促使百靈進一
步擴大服務覆蓋地域。

百靈亦將繼續加強與網絡商、證券公司及教育團體的合作關係，共同開發增
值產品與服務，包括短訊服務（SMS）、網上證券買賣、遙距教學及電子商務
認証。此外，百靈積極建立軟件及系統整合業務，並以財務、稅務及保健等
項目為重點。

傳媒及資訊服務

星島集團（「星島」）

於回顧期內，星島集團（「星島」）報業總營業額為648,500,000港元，下降4%，
較去年同期，經營虧損增加至26,000,000港元。股東應佔日常虧損亦增至
35,000,000港元。星島於九月份實行業務整頓及解散部份員工，此重組費用
約為13,000,000港元。

報章發行業務

於回顧期內，香港報章發行業務受到香港整體經濟放緩及後來之「9－11」事
件所影響，總廣告收入減少，營業額下降了2%。

較去年同期，英國的廣告收入錄得輕微增長，但海外報章發行總營業額下跌
5%，主要由於以美國為主的海外市場受到失業率上升，人民消費信心下跌
及零售業銷售蕭條所影響，令營業額面對重大壓力。

商業印刷業務

商業印刷業務總營業額下降7%至247,500,000港元，但整體利潤不跌反升，全
期獲得8%之增長，至41,700,000港元。洛文財經印刷有限公司和卓越印刷有
限公司均受到香港資本市場放緩影響，南華印刷（1988）有限公司（「南華印
刷」）則並未受美國及英國經濟倒退而影響其業務表現，憑藉取得新客戶及降
低成本，南華印刷在期間獲得較高的營業利潤。

星島集團正進行一連串的業務重整計劃，包括裁減約180人（相信每年因此可
減低成本約50,000,000港元）及把  Hong Kong iMail 重新定位為一份以大中華
地區為主的金融報章，此等重組行動能令星島更有經濟效益地開拓英文報業
市場。

隨着中國媒體市場日漸開放，將有利星島日報及  Hong Kong iMail 於內地
擴展讀者及廣告市場。集團正在洽談數個項目，為發展中國市場定下基礎。

新華在線

二零零一年五月，集團與新華社旗下的中國經濟信息社（「經濟信息社」）成
立合營企業  －  新華在線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新華在線」）。同年七月十六
日，新華在線在中國正式推出，專門為國內外客戶提供獨到精闢的增值中國
業務資訊及市場消息。

隨著中國已加入世貿，加上全球化發展步伐迅速，預期中國內外對增值財務
資訊的需求勢必急速增長，因此，新華在線在首階段以媒體及金融行業為服
務對象。與此同時，新華在線亦提供具權威力的財務報告，例如市場分析、
投資報告、財務及經濟狀況簡介等等，供海外通訊社如道瓊斯及路透社購
買。

新華在線亦與路透社建立策略夥伴合作關係，交流彼此內容及分銷產品。借
助路透社的超卓信譽及強大分銷網絡，新華在線定能開拓嶄新海外市場及渠
道。

軟件開發進展良好

隨著集團於二零零一年八月獲中國當局批准成立合營企業，北京聯成互動軟
件技術有限公司（「聯成互動」），集團軟件發展業務又向前邁進一步。聯成
互動為北京中關村的客戶關係管理（「CRM」）軟件供應商先驅之一。

聯成互動於二零零一年五月，推出以大企業為主要銷售目標的客戶關係管理
軟件最新版本  —  My CRM for SFA。同年八月，鑑於中國  CRM 市場發展蓬
勃，將其銷售隊伍從北京擴展至上海。

同年九月，在北京成立集團自己的軟件開發公司，命為北京泛華匯通軟件科
技有限公司，全力配合集團四大核心業務發展。

教育及企業培訓、金融服務

集團將繼續悉力以赴發展教育及企業培訓及金融業務。並在作出多項磋商，
當行動取得進一部進展後，將作出公佈。

貿易業務

於回顧期內，集團在國內的貿易業務面對強大競爭，為有效地統籌集團代理
產品的分銷，已於北京、上海及成都設立代表辦事處；此外，為加強市場推
廣成效，集團亦於各辦事處招聘資深員工，藉此提高各辦事處之營運表現。
在回顧期內，集團亦重新調配資源，著重分銷毛利較高之產品，如尼康攝影
器材產品，並停止一些低利潤產品的分銷業務，貿易業務營業額因而下跌
61%至69,000,000港元，佔集團總營業額9.6%。

重大收購及出售行動

回顧期內，集團並沒有作出重大收購行動或出售任何附屬公司、聯營公司或
合營企業。

員工

集團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的員工數目為75人（不包括星島），分別為國內
員工21人，香港員工54人。

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
券。

最佳應用守則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在本中期報告涵蓋之會計期間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
錄十四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惟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固定任期，而
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

審閱中期財務報表

審核委員會已經與本公司管理層審閱會計準則、會計標準及方法，且已討論
有關審計、內部監管及財務報告之事宜，當中包括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在聯交所網站發佈中期報告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向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呈交電腦光碟，其中載有上市規則第十六章第46(1)至46(6)段規定之所
有資料，以便在聯交所網站上發佈。

代表董事會
泛華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何柱國

香港，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 僅供識別


